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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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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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重庆新尚壹家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李云杰、
李娟、秦雪莲、李慧、廖素君、张攀、柳鑫、补小丽、翟
剑红、巫小勇、吴春德、李怡、周游、蒋洋、曹龙、胡兴
宇、周霞、曾葱、尹一鈞、卜守萍、黎举聂围、李俊漫、
孙平、夏影、罗建琼、张煌、刘陈星诉你单位的劳动争
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渝两江劳
仲案字〔2020〕第2395-2396、2398-2423号，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裁决结果如下：一、1.由被申
请人支付申请人李云杰2020年8月1日至9月10
日的计时工资4103.45元；2.驳回申请人李云杰的其
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103.45元，限被申请人
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
人；二、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李娟2020年8月1
日至9月10日的计时工资4103.45元；2.驳回申请
人李娟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103.45元，
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
付给申请人；三、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秦雪莲
2020年 8月 1日至9月 10日的计时工资3419.54
元；2.驳回申请人秦雪莲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
共计3419.54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
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四、1.由被申请人支
付申请人李慧2020年8月1日至9月10日的计时
工资4103.45元；2.驳回申请人李慧的其他仲裁请
求；以上款项共计4103.45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五、1.由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廖素君2020年8月1日至9月
12日的计时工资3534.48元；2.驳回申请人廖素君
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3534.48元，限被申
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
请人；六、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张攀2020年8月
1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资10,942.53元；2.驳回申
请人张攀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 10,
942.53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
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七、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
人柳鑫 2020年 8月 1日至 9月 12日的计时工资
4103.45元；2.驳回申请人柳鑫的其他仲裁请求；以
上款项共计4103.45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八、1.由被申
请人支付申请人补小丽2020年8月1日至9月10
日的计时工资4103.45元；2.驳回申请人补小丽的其
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103.45元，限被申请人
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
人；九、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翟剑红2020年8月
1日至9月10日的计时工资3419.54元；2.驳回申请
人翟剑红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3419.54
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

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
支付给申请人；二十一、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黎
举2020年8月1日至9月15日的计时工资12,000
元；2.驳回申请人黎举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
计12,000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
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二、1.由被申请人
支付申请人聂围2020年8月1日至9月12日的计
时工资4241.38元；2.驳回申请人聂围的其他仲裁
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241.38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
三、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李俊漫2020年8月1
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资11,310.34元；2.驳回申请
人李俊漫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11,310.34
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
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四、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孙平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2 日的计时工资
5655.17元；2.驳回申请人孙平的其他仲裁请求；以
上款项共计5655.17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五、1.由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夏影2020年8月1日至9月15
日的计时工资2500元；2.驳回申请人夏影的其他仲
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2500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
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
六、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罗建琼2020年8月1
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资4241.38元；2.驳回申请人
罗建琼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241.38元，
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
付给申请人；二十七、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0
年8月1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资18,379.31元；2.
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18,
379.31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
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八、1.由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刘陈星2020年8月1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
资5655.17元；2.、驳回申请人刘陈星的其他仲裁请
求；以上款项共计5655.17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限被申
请人自收到本裁决之日起五日内付讫。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60 日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本裁决，
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之
一的，可以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委
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一方当事人逾期
不起诉或不申请撤销又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
申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0月29日

性支付给申请人；十、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巫小
勇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的计时工资
3419.54元；2.驳回申请人巫小勇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款项共计3419.54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
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一、1.由
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吴春德2020年8月1日至9
月12日的计时工资2500元；2.驳回申请人吴春德
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2500元，限被申请
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
请人；十二、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李怡2020年
8月1日至9月10日的计时工资3419.54元；2.驳回
申请人李怡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
3419.54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
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三、1.由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周游2020年8月1日至9月10日的计时工
资4000元；2.驳回申请人周游的其他仲裁请求；以
上款项共计4000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
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四、1.由被申
请人支付申请人蒋洋2020年8月1日至9月12日
的计时工资4103.45元；2.驳回申请人蒋洋的其他
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4103.45元，限被申请人在
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
十五、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曹龙2020年8月1
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资11,310.34元；2.驳回申
请人曹龙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 11,
310.34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
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六、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
请人胡兴宇2020年8月1日至9月12日的计时工
资7068.96元；2.驳回申请人胡兴宇的其他仲裁请
求；以上款项共计7068.96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七、1.
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周霞2020年9月1日至9
月15日的计时工资1250元；2.驳回申请人周霞的
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1250元，限被申请人
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
人；十八、1.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曾葱2020年8
月1日至9月10日的计时工资3419.54元；2.驳回
申请人曾葱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
3419.54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三
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十九、1.由被申请人支付
申请人尹一鈞2020年8月1日至9月15日的计时
工资6000元；2.驳回申请人尹一鈞的其他仲裁请
求；上款项共计6000元，限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裁决
书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支付给申请人；二十、1.由被
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卜守萍2020年8月1日至9月
12日的计时工资11,310.34元；2.驳回申请人卜守
萍的其他仲裁请求；以上款项共计11,310.34元，

拍卖公告
受单位委托，我司将于2021年11月05日下

午14:30时对以下标的（不含车牌）在重庆市渝北
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18号国宾城21-2举行公开
拍卖。一、拍卖标的：1、渝B663S6，五十铃，2.8L/
手动，起拍价：2万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二、展
示时间地点：2021年10月29日-11月04日车辆
停放处，请与我公司联系统一安排看车。展示期
间请到本公司查阅车辆资料，资料仅供参考以实
物现状为准。三、竞买登记时间及手续办理：请于
11月05日下午14:00前将拍卖保证金以转账方
式交至拍卖公司指定账户。并办理完成相关竞买
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四、联系人及电话：
023-67618471 15730411307 文女士
重庆市泰鼎拍卖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0月29日

●重庆佐亚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2281014054)声明作废●重庆市冠马物流有限公司渝D39098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邬浪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JY25001070278085作废●重庆嘉威物流公司渝BR6287营运证500110015053遗失作废●遗失重庆成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5563471447J）营业执照
副本（编号：6-5-3、6-5-4、6-5-5），声明作废

本人张中玥遗失重庆盛资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印江州3期
14-27-5房屋定金收据，及房款
收据，收据号：YJZSJ0000414收
据号：YJZSJ0000413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中润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云阳县桂花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已于2021年7月1日验收合格，
现决算审计完成，现告所有与该工程项目有关的经
济活动单位或个人于2021年12月30日以前与我
公司指定人联系。申报相关债权债务（出示原件并
提交欠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的相关复印件），双方
完清债权债务。逾期视为自动弃权，我公司不在受
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相关经济责任。 特此公告
办公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加州城市花园8栋5-4
联 系 人：胡健明 电话：18580754455

中润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2021年10月29日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鼎联分公司B02车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
现对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鼎联分公司B02车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以二次公示，并征
求公众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植恩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鼎联分公司B02车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植恩药业网
站：http://www.zhienyaoye.com/。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鼎联分公
司（办公室）。（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三）公众
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植恩药业网站：http://www.zhienyaoye.com/。（四）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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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建设单位：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地址：长
寿区重庆长寿经开区化南路22号；联系人：施老师13618313240；Email：shijie@zein-bio.com。（五）公众提
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1年10月26日~2021年11月1日。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29日

门面招租
渝中区邹容路109号商业大厦一楼，面积88㎡，用于珠宝经营，价格面议。有意者联系：
办公电话023-63023646，郑老师13272716252
王老师15802382177， 杨老师18702354662

翠云街道福安社区
外出选民回社区参选的通知
辖区外出选民：

根据宪法、选举法和重庆市实施选举
法细则的有关规定，翠云街道区人大代表将
依法换届。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以及区人大
常委会相关要求，翠云街道区人大代表换届
选举第一选区（福安社区）选民登记时间：
2021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投票选举
日：2021 年 12 月 10 日 6：00-14:00。请
（原凉井村货币安置人员、福安社区外出选
民）届时回第一选区参选，或本人书面委托
其他有选举权的居民代为投票，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选举权利。

重庆市渝北区选举委员会
2021年10月28日

安格公司渝A91062营运证500110051701遗失
作废。重庆祥华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
号：5001107007705作废。丰祥公司渝D76066
营运证500110101605遗失作废。富鑫公司渝
BY1565营运证500110055327遗失作废。
遗失巴南区异次元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130108899）声明作废。
遗失2017-05-10核发巴南区异次元餐
馆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13MA5UKF8W66）声明作废。

●向双杨遗失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
证号渝A032020051148，声明作废。

●重庆渝州宾馆有限公司（注册号:企作川
渝总字第03686）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江北区公路事务中心开具的非税收入缴
款书（五联）编号(2018）NO：001122750作废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记者 石亨）昨日，包括中心城区在
内的大部分地区又是寒冷天气。截
至下午两点，重庆各地气温不足
20℃。中心城区沙坪坝仅18℃，最
冷的秀山只有12.7℃。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各地将
被雨水笼罩，全市最高气温或难超
21℃。明日，重庆中西部及东南部
地区仍将维持阴雨天气，其余地区

则由阴天间多云的天气掌控，全市
将迎来短暂的阳光，最高气温或升
至22℃。至后天，各地又转为阴雨
天气。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今天：阴天有间断小雨，气温

16℃~19℃。
明天：阴天，气温15℃~21℃。
后天：阴天有间断小雨，气温

16℃~19℃。

明日部分地区或有短暂阳光

昨日，记者从市消委会获悉，今年前三
季度，市消委会系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17221 件，同比上升 16.03%；解决 15978
件，解决率92.7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3690.47万元，同比增长2.76%；因经营
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投诉387件，
加倍赔偿金额64.6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83.41%、117.30%；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移
交案源线索954件，同比增长2.35%；接待
消费者来访和咨询27095人次。按照川渝
两地消委会共同印发的《关于建立川渝异
地消费维权机制的通知》要求，共受理川渝
异地消费投诉506件，解决502件，为两地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95.36万元。

质量问题占投诉总量近4成

据悉，今年前三季度按投诉性质分类，质
量问题4298件，占投诉总量的24.96%；合同
问题2977件，占17.29%；售后服务问题2027
件，占11.77%；价格问题1300件，占7.55%；虚
假宣传问题992件，占5.76%；安全问题689
件，占4.00%；计量问题160件，占1.50%；假冒
问题220件，占1.28%；人格尊严问题86件，占
0.5%；其他问题4372件，占25.39%。

质量、合同、售后服务、价格和虚假宣
传问题，居消费者投诉前五位，前五位投诉
量占投诉总量的67.32%。与去年同期相
比，质量、计量类投诉数量有所增加。

食品类投诉最多近15%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
消费者投诉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商品类投

诉和服务类投诉。其中，商品类投诉9143
件，占投诉总量的53%；服务类投诉8078
件，占投诉总量的47%。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商
品类投诉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食品类
2552件，占商品类投诉量的14.82％；家用
电子电器类1521件，占8.83％；日用商品类
1275件，占7.40％；服装鞋帽类1077件，占

6.25％，房屋及建材类990件，占5.75％。
其余依次为：交通工具类，首饰及文体用品
类，烟、酒和饮料类，医药及医疗用品类，农
用生产资料类投诉。

校外教育培训类投诉创新高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

服务类消费者投诉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
生活、社会服务类2685件，占服务类投诉
量的15.6%；其他商品和服务类2308件，占
13.4%；销售服务类667件，占 3.93%；文
化、娱乐、体育服务类644件，占3.74%；教
育培训服务类267件，占1.60%。其余依次
为：房屋装修及物业服务类，电信服务类，
互联网服务类，公共设施服务类，旅游服务
类，卫生保健服务类，金融服务类，邮政业
服务类及保险服务类投诉。

市消委会相关人士介绍，今年前三季
度，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教育培训类
投诉量创近三年来同期新高。全市消委会
系统受理教育培训服务类投诉267件，其
中学科外投诉占89.9%。

今年前三季度，生活、社会服务类投诉
较多。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有关生活、社
会服务类投诉2685件，同比增长4.98%。

今年前三季度，房屋建材及装修类投
诉增长较快。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房屋建
材及装修类消费投诉1017件，同比增长
47.61%，增幅创近两年同期新高。

涉及质量问题投诉仍居首位，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消委会系统受理有关质量问
题的投诉4298件，占投诉总量的24.96%。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市
消委会供图

市消委会前三季度受理投诉17221件

校外教育培训类投诉创新高

▲投诉问题性质分类

川贝蒸雪梨 枇杷膏 金桔膏

这些止咳方法靠谱吗？
家住轨道交通2号线动物园站附近的

唐女士，最近因为女儿咳嗽的事与妈妈发
生了分歧。原来，5岁的女儿最近咳嗽，去
医院就诊吃药后没两天又开始咳了。外婆
便买来川贝和雪梨蒸给孩子吃，这遭到了
唐女士的反对。

唐女士说，她的妈妈认为川贝蒸雪梨
是“家常”止咳方法，很多人家里都是用这
种方法来止咳的。可她却认为川贝属于
中药，“药不能乱吃”，更何况是小孩。因
此，想咨询医生，咳嗽吃川贝蒸雪梨真的
好吗？

在生活中，不少人采用一些“家常”止
咳方法，除了川贝蒸雪梨，还有熬制金桔
膏、枇杷膏、秋梨膏等，这些都靠谱吗？重
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中医肿瘤治疗中心
副主任医师陈红为我们做了一一解读。
她建议，无论是哪一种“家常”止咳方法，
最好经过中医辩证后遵医嘱服用。另外，
市民在熬制膏方和川贝蒸雪梨时，会加
入蜂蜜、白砂糖、冰糖等，含糖量较高，这
可能引起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最好不
要服用。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春莲

川贝蒸雪梨
川贝蒸雪梨，里面主要是

川贝和雪梨，川贝确实有润
肺、止咳、化痰的作用，梨子也
有一定的止咳效果，是一种寒
凉性的水果。但引起咳嗽的
种类有很多，有的咳嗽是由于
外感风寒或者是风热。川贝蒸
雪梨适应的是热咳，比如痰多，
痰粘稠，流浓鼻涕等。但如果
是寒咳，比如咳嗽期间背心发
凉、手脚发冷等，服用川贝蒸雪
梨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咳
嗽加重。

秋梨膏
历史上就有秋梨膏的制作

方法，其方由《本草求原》中“秋
梨蜜膏”化裁而来，选用嫩藕、
秋梨、红枣、麦冬、川贝等中药
熬制而成，治疗阴虚火旺，口燥
咽干。但脾胃虚寒的人、寒咳
等人也要避免用。

枇杷膏
医疗中使用的枇杷膏里加

入的其实是枇杷叶，还有一些
其他的中成药成分。而人们在
家制作的枇杷膏却是用的枇杷
果。虽然枇杷果也有一定的功
效，但效果并不好。

与川贝蒸雪梨和秋梨膏一
样，枇杷膏也并非人人适用。
枇杷膏主要对热性咳嗽，如风
热咳嗽、燥热咳嗽有一定的效
果，反之吃多了也可能会使症
状加重。

金桔膏
金桔确实也有止咳化痰的

作用，但与前几种不同的是，金
桔偏温，金桔膏吃多了容易上
火。如果本身就是湿热体质，
很容易造成喉咙痛、牙齿痛、长
口腔溃疡等上火的症状。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28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7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28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7 7 0 8 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0 1 0 0 3 3 1 3 1 1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0 0 1 0 0 3 3 1 3 1 1 1 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28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2 1 3+ 1 0 0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