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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继续 周六天气转好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昨日，重庆多地迎来雨
雾天气，中心城区的天空中继续阴云
密布。

受雨雾天气影响，0点至10点，
黔江、綦江等10个区县最小能见度不
足1000米，其中开州、万盛、丰都、酉
阳、秀山能见度低至100米。

到了下午两点，大部分地区雨水
暂时停歇，全市气温低于21℃。最高
气温出现在重庆东北部的万州，仅为
20.1℃。最冷的城口仅15.1℃，中心
城区为16.4℃。

根据市气象台预计，未来重庆仍
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偏南部分地
区或有中雨。阴雨天气持续，全市最
高气温或难超21℃，中心城区最高气

温难超20℃。到了本周六，天气转
好，部分地区有望见到阳光，气温也将
回升至23℃。

专家提醒，阴雨相伴，路面湿滑，
部分路段能见度偏低，驾车出行的市
民请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必要时开启
车灯。

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阴天有间断小雨或零

星小雨，气温10℃~21℃;中心城区阴
天有间断小雨，气温16℃~18℃。

明天：各地阴天有小雨，局地中
雨，气温11℃~21℃;中心城区阴天有
间断小雨，气温16℃~20℃。

后天：各地阴天间多云，气温8℃
~23℃，中心城区阴天间多云，气温
15℃~21℃。

柚子还分公母？
美味柚子这样挑

霜降已过，这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从秋天
到冬天的过渡节气。霜降节气的特点是早晚天气较
冷，中午则比较暖和，昼夜温差大，人们会感觉到秋燥
明显。这时，恰好有一种甘甜清润的应季水果大量上
市，具有降秋燥的作用，这种水果便是柚子。柚子营养
丰富，果实鲜食甘酸可口，果皮、柚花皆可入药，柚肉还
具有理气化痰、润肺清肠、补血健脾等功效。

富含多种营养素
柚子的果肉口感好，果肉脆嫩、汁多

味美，甜酸适度，清香满口，具体来说有
这几大特点：

1.富含水分：每100克的果肉里
就含有89克水分，最适宜在干燥的
秋冬季节补充身体水分的不足。

2.低能量：柚子的能量仅为41千
卡/100克，比苹果还要低近10千卡，
所以吃柚子不担心长胖。

3.低GI：柚子是名副其实的低GI
（血糖生成指数）水果，GI仅为25，是
特别适合血糖较高或糖尿病患者食用
的水果。

4.富含维生素C：柚子的维生素C
含量高达23毫克/100克，在秋冬季蔬果
里含量较高。维生素C能够起到降低血
液中胆固醇的作用，还可以预防感冒，增
强免疫力，美容肌肤。

5.多种营养素：含有维生素B1、维生素
B2、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素和钙、磷、钾、钠
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高钾低钠，有助于预防
高血压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

6.提神醒脑：柚子属于芸香科植物，柚子皮富
含精油，揉一揉、闻一闻有提神的功效，也可以掩盖
一些异味，但是除甲醛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挑选“三看一捏一掂”
有些水果摊老板说要买母柚子，比较甜，公柚子会

相对涩一点。柚子还分公母吗？其实，柚子是不分公
母的，一些商家所谓的公母主要是以柚子顶部或底部
的“小圆圈”来区别。但是这些“小圆圈”仅是果蒂或者
是谢花后留下来的疤痕而已，与柚子好不好、甜不甜没
有直接关系，更不是公母的区别所在。买柚子时，如果
追求营养价值，红心柚子和白心柚子各有各的营养；如
果追求口感，红心柚子比白心柚子会好一点。

那么，应该如何挑选柚子？总结起来就是“三看一
捏一掂”。

1. 看表皮。好的柚子表皮均匀、光洁、细腻、皮
薄。表皮粗糙的话不建议购买。

2.看果形。通常情况下，柚子的标准形状是“上尖
下宽”。“上尖”其实看的就是柚子的颈部，颈部不宜太
长，太长的话代表皮多、囊肉少。“下宽”就是要求柚子

“矮、胖、圆”，底部要饱满一些。
3.看大小。一般来说，大一些的柚子成熟度高一

点，果肉也会多一些。
4.捏一捏。好的柚子捏上去比较硬，让人感觉很

结实，代表囊肉紧实、汁水多。如果捏上去没有弹
性、软绵绵的，说明可能放置一段时间了，水分流失
比较严重。

5.掂重量。如果两个同样大小的柚子，可以放在
左右手掂一掂，比较重的水分充足一些。

据中新社等

靠柱子的位置
购买指数：★★★★★

两侧都是柱子：有的车库会在两个柱
子之间修一个停车位，这种车位往往位置
比较宽，即使停车技术比较差，车轮压到边
线也不会影响别的车。

一侧有柱子：一侧有柱子的车位，柱子
后面的空间没有被占用，会显得柱子这一
侧空间更大，开车门也会比较方便，这是很
理想的一种停车位。可柱子在驾驶位一侧
和在副驾驶一侧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柱子在驾驶位一侧：驾驶位旁边的位
置因为处于柱子后面，驾驶员会很好开
门，而副驾驶上下车没有驾驶位频繁，

因此开门刮到别人车的几率就会降
低很多。但相反，副驾驶的一侧是
挨着并列车的驾驶位，被旁边车驾
驶员来门擦挂的几率则会高一点。

柱子在副驾驶一侧：柱子在副
驾驶一侧，虽然对驾驶员上下车
开门没有多大的帮助，但车门是
挨着并列车的副驾驶，而副驾驶
没有驾驶位上下车频繁，因此被
别人开门擦挂的可能性就会低很
多。只要自己下车时多注意不伤
到别人的车，就不用担心别人伤
到自己的车。

两个车位中间的位置
购买指数：★★★

目前很多车库是两个柱子中间
修三个车位的情况较多，两边的车位一

般一侧有柱子，而夹在两个车位中间的车位，
很考验两边车主的技术。如果两边车主的技

买车位
哪种位置最好？

术都不好，会造成压线等，使自己的车位变小，即
使停进去也很难开关门。

同时，还考验自己的停车技术。如果两边车
位都是豪车，不小心碰到麻烦就大了。

不仅如此，现在的新能源车比较多，会涉及
到安装充电桩。如果是夹在中间的车位，两侧没
有柱子支撑充电设备，后面也没有墙而是其他停
车位的话，就会单独立一个支撑点，会占用公共
空间，难免引发矛盾。

因此，在没有更好的车位选择情况下，才建
议选夹在中间的车位。

靠墙的位置
购买指数：★★★

靠墙的车位，靠墙一侧开门不方便，出车位
时要比其他车位多倒车一、二次。因此这样的车
位，在没有更好位置的情况下才选择。还有两侧
都靠墙的车位，虽然很少，如果遇到了可尽量回
避，除非位置很宽。

综上所述，购买车位时，两个柱子之间只一
个停车位和一侧靠柱子的车位是最佳选择，如果
没有靠柱子的车位，再根据情况选择。

周围环境也应注意
除了车位本身的情况，选车位时，周围环境

也很重要。
1. 最好不选靠近转弯处的车位。车位在转

弯处，很容易被转弯出入的车子刮蹭。
2. 尽量不选位于出入口正前方的车位。避

免有车子下坡时候没刹住车而发生意外。
3.靠近管道、消防器材或者电压箱的尽量不

选。这些位置经常会有施工人员或者物业人员
靠近，难免会因为人员的不小心操作而误伤到。

4.离电梯口、保安室近点的车位较好。离保
安室近，相对更安全；离电梯近，如果手上有一大
堆东西需要搬到电梯口，会省时省事。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奉劝大家买车
位千万别买中间，我现
在都后悔死了。”最近，一

位网友的发帖引起热议。该网友
称，他买了个夹在两个车位中间的车
位，因两边的车太大，导致自己不好
停。可也没办法责怪两边车主，因为别人
停车没有越线，因此十分后悔，当初不该买
中间车位。

对此，网友们纷纷评论称，最好不买夹在两
个车位中间的车位。还有网友表示，自己在外面
停车也都尽量不停夹在两车中间的位置，何况买车
位，更要避免中间位置。那么，买车位到底哪种位置
才算好？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驾驶培
训分会特聘专家、重庆壹鹿驾校CEO邓晓樵。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12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8 23 26 27 33+08 0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5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8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5 3 0 5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27日

●遗失陈建英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证，
身份证号:511081198010091424声明作废●遗失声明：杜娟遗失重庆恒大翡翠华庭收据1张；收
据编号：hdzmsn0410090（房款：43500元）声明作废。●重庆长电物资公司长旺建材分公司遗失2003-08-29核准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987；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重庆木源石材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00384000010387，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编号：563455324，声明作废。●重庆朗夏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公章的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庆云石油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52100747，声明作废●遗失奉节县喜君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369802065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澳亿通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声明作废●遗失九龙坡区惠熙家石锅拌饭店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70314556声明作废●遗失巴南区安澜镇龙浒峡大酒楼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副本，编号JY25001130003947声明作废●加财公司渝A95807营运证500222038173遗失●重庆诚迈物流公司渝D9G12挂营运证500110130736遗失作废●重庆聚万物流有限公司渝D55822营运证500110096525注销●重庆市九龙坡区心田花开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遗失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正副本，证号：教民150010770000259号，声明作废

重医附一院遗失29张重庆市医疗门诊及
住院收费票据（纸质）：0005169788、
0005169789、0005162999、0005060677、
0005060678、0005060679、0005220205、
0005114783、0005117800、0005076100、
0005230007、0005230122、0005110004、
0005110006、0005111138、0005083567、
0005083566、0005115332、0005124466、
0005205041、0005126376、0005112742、
0005154739、0005058164、0005098938、
0005098939、0005070149、0001415021、
0001415017。现声明以上票据作废。

重医附一院 2021年10月26日

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已在西
永微电子产业园区网站 http://www.xiyongpark.
com/xiyong_content/2021-10/19/content_10248073.
htm上发布，如需要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该网站查
询。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
位，反映与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人：
安波 电话：65666551；邮箱：anbo@xiyongpark.com。

注销公告
经重庆市大渡口区茄子溪四叶草社工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4358700570Q）
研究决定，本中心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有关规定，须登报
予以公告，请相关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15日
内，到本中心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武隆区中心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评价登报公示：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对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进行登报公示，内容如下：1、建设项目名称和概要：（1）
项目名称：重庆市武隆区中心庙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2）行业类别：农林水利；（3）建设单位：武隆区渝翔水
资源开发有限公司；（4）所在流域：阳水河-老盘河-乌
江；（5）建设地点：武隆区仙女山街道龙宝塘村；（6）建
设内容：增加坝顶防浪墙高1.2m，采用C25钢筋砼结
构、坝顶路面翻新、对左、右坝肩及河床段坝基接触带渗
漏进行防渗处理、通过帷幕灌浆降低扬压力，同时降低
下游河道水位使坝段应力满足规范要求、疏通排水孔，
通过帷幕灌浆减少渗漏水量、增设自动抽排系统，自动
抽排廊道内积水完善坝体廊道内积水排水方式、重建坝
顶路面、景观及安全栏杆、边坡治理、河道疏浚等。2、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建设单位：武隆区渝翔水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联系人：李老师；电话：13038342333；地址：
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建设中路151号。3、环境影响
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单位：重庆
泓泰和正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安工；电
话：023-62767096；E-mail：656202466@qq.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中渝都会首站3幢707。4、
征求意见稿查询：链接：https://pan.baidu.com/s/
1tBXLbxQepoZFNspZQVwdag提取码：ym9m。

遗失公告
重庆市工业合作联社员工食堂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35003590046236)声明作废。
重庆市工业合作联社员工食堂 2021年10月27日

君睿达公司渝B2A175号500110123660 渝B1A723
号500110122533 渝BZ9230号500110066231渝BY0613
号500110098290 渝BZ5390号500110066727渝BZ9672
号 500110065868渝BZ9730号500110098282 渝BZ8157
号500110107617 渝BZ5751号500110106461 渝B3A228
号500110113216 渝B3A218号500110113215 渝B6A626
号500110098286 渝A97618号500110098312 渝B5A900
号500110068988渝B3A606号500110108464 渝B9A097
号500110071458渝B9A096号500110071831渝B7A839
号 500110071810 渝 D56997 号 500110074278 渝 D56987
号500110074279 渝B5A937号500110072179渝D17756
号500110075762 渝D67623号500110125360 渝D48108
号500110075937营运证遗失作废。
强帮公司渝A97956 号 500110110955 渝 A93106
号500110078329渝A98777号500110049222渝A7878挂
号500110123955渝A91735号 500110091918渝A97986
号 500110049633渝A95177号 500110082071渝A97785
号 500110122534渝A91257号 500110126408渝A93605
号500110083602渝A9292挂号500110051337渝A95727
号500110103521营运证遗失作废。
卡乐公司渝B9719挂号500110120673渝B9837挂
号500110042948渝BN8971号500110028897渝BV3592
号500110096065渝BV7135号500110083615渝BV7320
号500110094098渝BR6507号500110104748渝BV9298
号500110115839渝BV1273号500110096528渝BR7158
号500110122400渝BX0757号500110052184渝BV3719
号500110114459渝BV3720号500110078548营运证遗失作废。
胜丰公司渝 BU7035 号 500110043452 渝 BU7976
号500110106179渝BU7695号 500110109554渝A99727
号 500110112189渝BU7727号 500110112727渝BU7635
号500110113952渝BU7603号500110027383渝BU7602
号500110027496渝A98090号500110087081渝BU2357
号500110030204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寻亲公告
姓名：陈星柯（养母取名）约10周岁
性别：女
捡拾情况：2011年3月14日
中午12时30分许，（抚养人）
陈孝玲母亲冉文英在南岸区
长生桥镇富翔花园广场捡一
女弃婴，弃婴用白色外衣包
起，无其它任何东西。
联系人：南岸区公安分局
电话：023-62833297

公 告
渝北区利兹咖啡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
MA5ULKAKXM 经营者：黄伟）：徐太玲【申请述
称：2020年8月15日1时2分许，渝北区利兹咖啡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2MA5ULKAKXM经
营者：黄伟）员工徐太玲下班回家途中，步行至重庆
市渝北区红石路松树桥立交附近发生交通事故受
伤，要求认定为工伤】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本
局已于2021年2月26日依法受理，2021年3月22
日中止工伤认定，2021年7月14日恢复工伤认定。
2021年7月26日公告送达渝北人社伤险举字〔2021〕
127号。用人（工）单位举证期内未提供证据材料。
2021年10月15日我局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2021】
283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胸部创伤：双肺挫
伤，右侧血气胸，双侧肺不张，右侧多发性肋骨骨折，
双侧胸腔积液，右侧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膝关节
损伤，右膝关节腔积血积液，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下肢静脉滤器置入并取出术后，肺部感染，多处软组
织损伤。2021年10月21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了渝
北人社伤险认字【2021】2835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21
年10月27日用人（工）单位拒收退回。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渝北人社伤险认
字【2021】2835号），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在
公告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渝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或者60日内依法向渝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0月28日

宏锦公司渝 AB699 挂营运证 500110058327，渝
BY1076营运证500110057914遗失作废。丰祥公司渝
FN3623营运证500110097840遗失作废。聚熙公司渝
D10789 营 运 证 500110108007，渝 D13962 营 运 证
500110130616，渝 BX5660 营运证 500110103791，渝
D31709营运证500110125064遗失作废。重庆市綦江
区万康物流公司渝D13649、渝D07545、渝D44698、渝
FA0388、渝D25695营运证遗失作废。重庆奔峰公司渝
D55830营运证500110071424遗失作废。弘金公司渝
BS3299营运证500110020129遗失作废。昱翔公司渝
DJ7298营运证500110113129遗失作废。重庆丰荣公
司渝A97092营运证500110048491、渝BR8368营运证
号500110016458遗失作废。尊远公司渝B3368挂营运
证500104015583遗失作废。盛亿公司渝BV1106营运
证500110032353遗失作废。重庆伟度公司渝BV7719
营运证500110041102，渝B2613挂营运证50011003
3468，渝A8005挂营运证500110051582遗失作废。

重庆 证件遗失/票据挂失/环评公示/劳动仲裁/法院公告/招标拍卖/ 各类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刊登
热线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微信

同号

綦江区皓然公司渝BU5891渝B7696挂营运证
灭失注销。合家欢物流公司渝DV3997营运证
遗失作废。森勃公司 渝BY1578营运证遗失作
废。铭铭物流公司渝A9052挂营运证遗失。

●云阳县司法局养鹿司法所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500235100075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永明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合川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17MA61CFFY93)的总公司永明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分公司。根据《公司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