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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阳光重返 明天再迎阴雨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

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各地多云到晴，坪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明天开始，各地逐渐转为阴雨天气。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1月18日：多云到晴，早上有雾，8℃～17℃
11月19日：多云转零星小雨，10℃～14℃
11月20日：阴天有间断小雨，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211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4 21 28 29 33+03 11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3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307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 8 3 4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0 0 0 0 3 1 0 0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0 1 0 0 0 0 3 1 0 0 3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39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 1 1 1 0 2 2 0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1月17日

4月2日，为了完成抗疫的重点工作，
位于渝北区空港新城兰馨大道的渝北区体
育馆暂时关闭了体育场地，“变身”为渝北
区新冠病毒疫苗方舱接种点和大规模核酸
检测点，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近46万人
次、完成核酸检测1万余人。在顺利完成
抗疫的相关任务之后，渝北区体育馆恢复
了体育场地，并在昨天重新向市民开放。

全力支持抗疫工作获好评
今年4月3日，重庆日报曾以《重庆最

大新冠疫苗方舱接种点在渝北启用》为题，
报道了渝北区体育馆“变身”为渝北区新冠
病毒疫苗方舱接种点的新闻：“这是我市规
模最大的临时接种点，共设置50个接种
台，在疫苗供应充足的前提下，单日接种量
可达2万针次。”

昨天，负责渝北区体育馆运营的重庆
珠江文体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回
顾了今年场馆变身的过程：“今年3月26
日，我们接到了新冠疫苗方舱接种点的改
造任务，24小时内我们就腾出了室内室外
场地26000平方米，同时安排专人24小时
为来这里参加疫苗接种工作的465名医护

人员做好服务。从4月2日到11月8日的
220天里，渝北区体育馆共计接种454977
人次，单日最高接种量达13144人次，为渝
北区防疫贡献了一份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顺利完成疫苗接种
任务的同时，渝北区体育馆还接受了大规
模核酸检测的新任务——顺利完成了
10917人的核酸检测，因此在11月11日举
行关舱仪式时，渝北区体育馆和相关医务
人员都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

场馆恢复后推出惠民措施
在渝北区新冠病毒疫苗方舱接种点关

舱之后，渝北区体育馆开始全力恢复体育
场地，除了将疫苗接种的各种器材搬出场
馆外，还对现场进行了多次全方位无死角
的消杀工作。考虑到近
年来喜欢打羽毛球的市
民越来越多，渝北区体育
馆还对场地进行了调整，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对室内场地进行了
微调，将乒乓球场转移到了二楼走廊处，原
来的乒乓球场新增了两块羽毛球场。”

为了鼓励市民重新回到体育场地进行
锻炼，重新开放的渝北区体育馆推出了很
多惠民措施：所有馆外场地（包括健身广
场、健身路径、室外乒乓球场、室外羽毛球
场、室外篮球场）每天8点~22点免费开放；
馆内的场地则是免费开放和低价开放相结
合，乒乓球一个人交5元就可以打一天、羽
毛球则是一人交15元就可以打一上午。”

昨天恰好是周三，是每周一次的免费
开放日，所以从早上8点开始，已经陆陆续
续有市民到渝北区体育馆馆内的羽毛球场
地锻炼了，很快10块羽毛球场就全部有人
使用了。一位打羽毛球的市民告诉记者：

“好久没到馆内打羽毛球了，今天趁着场地
免费开放，正好来找找感觉！”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受

访单位供图

顺利完成抗疫任务 渝北体育馆昨日重新开放

▲市民们积极锻炼身体

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

青少年抑郁症近年来成为全社会都
关注的问题。今年3月，中科院发布了
一份国民心理健康的白皮书显示：青少
年抑郁的检出率是24.6%，其中，重度抑
郁检出率为7.4%，抑郁症成为当前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一大威胁。日前教育部对
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
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其中明确将
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
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
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
点关注。

事实上，现实中很多家长在孩子患
病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孩子患上抑郁
症。那么当孩子有哪些迹象的时候家长
要高度注意？怎么准确地识别孩子的情
绪是正常青春期的症状，还是需要引起
重视的抑郁症状？

抑郁症早期表现有哪些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况利教
授介绍，青少年主要是指12到17岁的
孩子，基本是在学龄期，学习压力比较
大，整个家庭对于孩子的学习成绩变化
是最关注的，对于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
背后，一定有很多原因。

况利教授提醒家长，首先要有一个
基本认识，青少年完全可以有抑郁情绪，
也会患上抑郁症这样的精神疾病，家长
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如果发现孩子
对过去感兴趣的事情没有兴趣了，孩子
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吃不下、睡不着，甚

至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时候
就有可能是抑郁的表现。家长此时应该
高度重视，要去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
青少年的抑郁情绪有的还可能表现为特
别容易跟人发生矛盾，看什么人都不顺
眼，与同学和家长都容易发生冲突，甚至
是厌学等表现，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早
期抑郁症表现。

抑郁和叛逆该如何区分

进入青春期之后随着激素水平的变
化，抑郁情绪的出现也呈上升的趋势，与
叛逆期也有一些关系。抑郁和叛逆怎么
区分？

况利教授解释，抑郁情绪最重要的
一个表现就是没有什么原因的情绪低
落，有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外界的原因。
如果是抑郁症，起码在两周以上的时间
里都会情绪低落，对于任何事情都提不
起兴趣，思维变得迟钝，甚至大脑一片空
白，严重的时候还会因为对自我的否定

而失去对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杀的行
为。而叛逆一定是有外界的原因，可
能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发生了矛盾，
或者跟家长的教育发生了冲突，孩子
就这一件事可能要较真和产生对抗，
但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照样开心
地玩耍。

一旦发现孩子有类似抑郁的迹象
后，提醒家长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带孩
子去正规医院检查，明确到底是什么
问题，然后再进行正规治疗。很多家
长对于孩子吃精神类药物有很多顾
虑，认为孩子大脑还在发育期，这些精
神类的药物会对脑部的功能有不良影
响。对此，况利教授希望家长对抑郁
症要有更多的了解，要了解抗抑郁药
物对于抑郁症患者的重要性，同时也
要了解药物的副反应在投入临床使用
之前都是经过了严格的科学研究。同
时一定要记住，抑郁症本身就有大脑
生物学改变，是大脑的问题，不是药物
带来的影响。

发现抑郁规范治疗很重要

得了抑郁症是否一定要用药？用药
会不会让孩子变“傻”变“笨”？这是很多
家长特别关心的。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王我教授看来，
对于孩子用药问题家长不用过分担心。

首先，要评估当前孩子的抑郁症状对
于他本身的生活、学习的影响程度。如果
说疾病严重影响到了孩子正常的学习，没
有办法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完成正常的
学习任务，而且不能拥有正常同龄人的生
活状态，这种情况已经远远超过了药物所
带来的影响。虽然不否认有些药物可能
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
看，目前的药物都是经过了长期临床实践
检验，而且现在主流的抗抑郁药，在儿童
青少年的抑郁治疗中已经用了很多年，其
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所以药物副作
用一方面是可控的。

此外，抑郁症或者其他精神心理疾病
的治疗中，有非常重要的自我调节
手段，包括去户外运动进行身体
锻炼，这种方式能够很好的调
节情绪。科学证实，运动以
后脑垂体会分泌一些脑啡
肽，可以提高正面积极的情
绪。药物治疗是在自我调
节手段以外一个强有力的治
疗手段，家长需要遵循医生给
予的规范治疗，在治疗过程中遵
医嘱给孩子服药，这样孩子是不会
对药物产生依赖性的。而且医生诊治过程
中也会慢慢减量，最后直到孩子完全康复。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翰

青少年对啥事都没兴趣还厌学

这可能是抑郁症哟！
2021世界精神卫生日绿丝带科普活动在北京启动之后，陆续在多个城市举办多场专家在线科普直播，旨在持续提高公众对精神疾

病尤其是对抑郁症的认知，推动全民精神健康。昨天，重医附一院况利教授、重医附属大学城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王我教授，从临床以及药
物治疗的角度为市民解读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

公告：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建材技工学校并入重庆市
轻工业学校，同时撤销重庆建材技工学校建制，学校办学地点
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童家溪镇同兴北路116号。即日起，重庆
建材技工学校法人证书、学校公章作废，原重庆建材技工学校
的人员、教学、债务、债券等事务由重庆市轻工业学校负责。

减资公告：重庆市春色环卫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1500000MA5U5U6R1M)经
股东会研究决定注册资金由3000万元减至500万
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次元矩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李
毅、张倩、马自辉、王小和、罗瑞淳、湛黄、毕松平、
李小龙、杨攀、邓孟男、胡家双、王荣、董洁、钱尧、
何丹丹、高登洪、卢勇、汪亮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
案(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3881-3898号)。
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仲裁通知书
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9日上午9
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
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1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成创翻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徐华东、李猷杰、
余放、何世伟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仲案
字〔2021〕第3877-3880号)。因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
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
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月14
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18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思勰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杨小波、王元龙、文
思俊、杨行、冉洪生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渝北劳人
仲案字〔2021〕第3252-3256号)。因无法直接或邮
寄送达，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
的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仲裁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22年2
月10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仲裁一庭开庭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
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18日

●遗失张红梅营业执照副本 92500112MA606TCJ10作废
●南岸区虾哥海鲜产品经营部公章财务章印章备案回执遗失作废
●公告:重庆宏立物流有限公司渝BU3559营运证灭失注销
●剑辉运输公司渝D69104营运证500222070542遗失作废
●重庆柯威物流公司渝DY7973营运证500222124123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智绘科南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87138277，声明作废
●遗失永川区曹树华中医诊所公章壹
枚，编号5003834061988，声明作废
●遗失万州区高笋塘街道豪芮嫣餐饮服务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10201636声明作废
●云阳县云江物流公司渝DN1995营运证500235009866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馥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500108
7066883财务专用章5001087066884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芒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州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8134901声明作废
●遗失彭靖雲出生医学证明，编码G500118490声明作废

重庆北碚花旗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因业务调整之需，重庆北碚花旗货款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北碚花旗贷款公司”）将于
2021 年11 月 18 日起将相关信货资产及相关信
货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转让给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该转让不影响相关信货资产项下全
体义务人（含债务人、抵押人、保证人等）在相关信
货协议项下的义务。重庆北碚花旗贷款公司特此
通知该信货资产转让的事实，请信货资产项下全体
义务人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偿
付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9：
00-18:00，重庆北碚花旗货款公司的客户可拨打客
户服务热线 4008200175 了解详情。特此公告。
重庆北碚花旗货款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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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锦龙公司渝D53080营运证500110137200遗失作废。
重庆龙歌物流渝D38512营运证500110099910遗失作废。
重庆坤驰公司渝BV2510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庆迪嘉物流公司渝D26591营运证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权馀苗木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002278004337)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权馀苗木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002278029775)的印章备案回执，声明作废

小贴士
渝北区体育馆馆
内场地免费时段

每周三
8:00-22:00
每月第一个周日
8:00-22:00
每月第三个周六
8:00-22:00
每年8月8日
8:0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