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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重庆两江新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遗失工商
银行重庆两江分行预算单位专用存款账户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Z6530002086601，
账号：3100020209200029821，声明作废。

关于清退建设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公告
各相关项目业主、施工单位：截止2021年11月16日，南岸区以下建设项目缴纳的农民工工
资保证金尚未办理退还，请各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备齐相关资料，限于2021年12月15日前，
到南岸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管服务中心办理退还。特此公告！
地址：南岸区茶园长电一支路13号 联系人：陈贤兵 电话：023-62982575，023-62952963

南岸区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11月16日
南岸区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未退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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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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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企业名称
重庆卡依波制氧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帝景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黄山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皇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西南经济协作大厦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何燕春
重庆市瑞迪非标件有限公司
重庆陵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省阿尔文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石油川东钻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林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恒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款项目
南山科技楼
帝景名苑二期B28B29
抗战遗址博物馆环形公路
高屋森林酒店三通一平
西南经济协作大厦改扩建
贤华山庄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非标件生产基地
同景国际城一组团一标段

“金阳。重庆印象二期”项目土石方及
边坡支护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奥园城市天地A区一标段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奥园·水云间B区项目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重庆南岸区广黔路加气站工程
重庆邮电大学教职工经济适用房（一标段
二标段）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南坪西路地下人防工程农工工资保障金
玫瑰山庄A-19别墅

金额(元）
31,952.00
20,000.00
37,200.00
40,200.00

119,400.00
66,000.00

240,000.00
200,000.00
240,000.00

500,000.00
250,000.00
39,000.00

1,000,000.00

303,300.00
8,000.00

开票时间
2005.05.25
2005.05.31
2006.05.19
2006.05.23
2006.10.19
2013.10.08
2007.08.27
2009.09.24
2014.2.24

2014.6.11
2014.6.17
2012.10.26
2014.6.9

2014.3.28
2011.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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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重庆市綦江区洪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U7M810F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卡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V9062、渝
BQ3333、渝B9735挂、渝B9719挂、渝BS0856、渝B3617
挂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见报3天内
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
管所办理注销登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
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胜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BV3958、渝
BV3750、渝BV3697、渝BV3687、渝BV3978、渝BV3956、
渝BV3880、渝BV3786、渝B9833挂车主已违反挂靠
合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
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
注销登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
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强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9839挂、渝A8057
挂车主已违反挂靠合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见报3天内
来公司购买保险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
管所办理注销登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
通事故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君睿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 D95973、渝
D76850、渝D68024、渝D63175、渝D14137、渝D12185、
渝D12112、渝D33303、渝D19694车主已违反挂靠合
同约定脱保脱审，请车主见报3天内来公司购买保险
和办理车辆年审手续，否则我公司将向车管所办理注
销登记，脱保脱审期间关于此车任何安全、交通事故
由驾驶员和车主承担，与我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强帮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Y7757车辆
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强制注销车辆相关手续，若
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的车辆违
法上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实际
车主及驾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公告：重庆君睿达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37141、渝
D19607车辆因逾期未审，已被依法强制注销车辆相
关手续，若实际车主及驾驶员驾驶前述有安全隐患的
车辆违法上路，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及法律责任由实
际车主及驾驶员自行承担，与公司无关，特此公示！

减资公告：重庆海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9745323074K）经股东决议，本公司注册
资本由1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11月19日

公告
黄杰(50011219890201****)，重庆市渝北区

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按你提供的邮寄地址已向
你送达函件，但系他人代收，为达到通知你上岗的
目的，限你自登报之日起3日内回公司办理上岗手
续，逾期之日起视为自动离职，劳动关系立即解除，
我司无需再寄《解除劳动合同书》。特此公告！

公 告
重庆飞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徐学明【申请述称：重
庆飞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徐学明被公司安排在蔡家
沟水库从事管护巡查工作，2019年6月21日15时
20分左右，徐学明驱赶垂钓人员返回途中摔伤，要求
认定为工伤】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本局已于
2021年8月5日依法受理，2021年8月18日公告送
达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渝北人社伤险举字
（2021）499】，用人（工）单位举证期内未提供证据材
料。2021年11月9日我局作出渝北人社伤险认字
【2021】304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为左胫骨平
台骨折。2021年11月9日向你单位邮寄送达了渝北
人社伤险认字【2021】3049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021
年11月17日未送达被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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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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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

桂红公司渝D17036营运证500110097867遗失作
废。升正公司渝D3516挂营运证500110072034，渝
D02439营运证500110072031注销。重庆路航公司
渝BQ5165营运证500110101533，渝BQ5876营运
证500110007233遗失作废。豪犇公司渝DD7388
营运证 500110111915 遗失作废。宝顺公司渝
BS1730营运证500110054599注销。重庆天宝运输
公司渝D95193运输证500115048887遗失作废。

声明:唐明玉遗失重庆飞滴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渝B7T372号出租车2015.7 规费收
据，号码0005339；遗失重庆新世界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渝B7T287 号出租车 2015.6
规费收据，号码0007217；声明作废。

废旧设备一批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11月26日10：00时在中拍平台
（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废旧设备
一批进行整体拍卖，现存放于北京市西城区航空胡
同38号。竞买人应在2021年11月25日17:00时
前联系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
办理。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1月25日17：00时
前在标的存放地展示。详情咨询：姜15823123137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遗失父亲胡相富、母亲张英之女胡旭涵在2015年11
月19日出生的医学证明，编号:P500213551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司法局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
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票据号001598664声明作废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于2020年4月丢失空白盖章收据两本，收
据编号分别为0995681-0995700，0995701-0995720声明作废

挂靠在重庆市綦江区银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D79641车
主：郭易林，该车在我司统一投保保险于2020年8月29日
到期，公司多次与你联系无果，你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双方
的挂靠合同，合同约定之目的不能实现，因此特登报声明：
重庆市綦江区银盆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与渝D79641号货车
的挂靠关系于2020年8月29日予以解除。合同解除后产
生的任何赔偿责任和事故纠纷等均由你本人自行承担。

●遗失雷煜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206801声明作废

教室内的黑板怎么也看不清，整个世
界仿佛被打上了马赛克。当“小眼镜”越来
越多，家长们对“孩子近视”这件事执念也
愈发深。从护眼仪、眼贴、雾化治疗、甚至
针灸等，这些当下常见的近视治疗方法真
的有效吗？对此，记者采访了陆军军医大
学陆军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眼科副主
任漆剑。漆剑医生表示，家长们切忌病急
乱投医，因为某些方法不仅达不到治疗近
视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的眼睛带
来伤害。

近视治疗3年
视力从200度升至400度

就读两江新区金山小学的胡文齐虽然
才10岁，但已经戴了3年眼镜。妈妈龚女
士告诉记者，孩子从小就爱玩电子设备，读
书前父母因工作关系很难随时监督，加上
爷爷奶奶比较溺爱，有时候孩子用IPAD看
动画片一看就是一下午。刚上一年级孩子
体检就查出视力只有4.4，无奈配上了200
度的眼镜。龚女士想让儿子恢复正常视力
的想法很迫切：“不想他戴一辈子眼镜，也
害怕因为近视，未来职业受限。”

据龚女士介绍，3年来，她可谓试尽了
市面上绝大多数“摘镜”方法。“买过2000
多元的超声波近视护眼仪，销售人员称，晚
上孩子戴着睡觉就可以矫正度数，坚持了
半学期，孩子视力没有任何变化，反而增加
了50度。”这让龚女士哭笑不得，现在想
想，这可能就是“智商税”。

龚女士说，她还让孩子喝过中药、贴过
药贴。“药方都是些常见的药材，像熟地、菊
花、党参、决明子。”龚女士坦言是抱着“试
试总不会错”的心态，半哄半就地让孩子喝
了4个月中药。至于最终成效？龚女士叹

了一口气。因为两个月开学前，儿子又配
了新眼镜：视力变成了4.2，度数甚至上了
400度。

“摘镜”没有偏方
近视无法达到所谓“治愈”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官方获悉一组数
据：2019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0.2%，2020年与2019年相比，特别是疫
情期间，中小学生近视率增加11.7％，其中
小学生的近视率增加了15.2％。

漆剑告诉记者，造成近视的原因有很
多，包括用眼习惯、电子产品、遗传因素
等。“近视的原因之一就有未成年人眼轴增
长过快而导致的事物不能投射到视网膜
上，但眼轴的增长是不可逆的，所以近视也
是不可逆的。”漆剑表示，目前近视不能治
愈，按摩、针灸或者护眼仪最多只是缓解眼
疲劳。而近视手术也并非“治愈”近视，而
是通过手术手段实现“摘镜”，无法真正扭
转由于近视所造成的眼睛病理性和结构性
的病变风险。

“据我所知，现在市面上的‘近视治疗
仪’，有一部分是通过振动、加热、给眼睛上
加热敷贴来‘治疗近视’；另一部分是弱视治
疗仪改装的，能改变眼睛焦距，来放松眼球
肌肉。”漆剑说，绝大多数近视治疗仪最多只
让你放松一下眼球的肌肉，只要多远眺、少
用眼，眼球肌肉也能放松。况且，治疗仪基
本上都有强光照射，屏幕的距离和眼睛非常
近，长期使用反而会导致视力下降。

至于针灸、药贴，漆剑谈到，这其实是
通过刺激眼周一些穴位，来改善眼部肌肉
的紧张状态，只能起到缓解视疲劳的作用，
无法达到所谓“治愈”和“根治”。“如果要缓
解视疲劳，按摩眼部周围穴位的眼保健操
能起到效果。”漆剑提醒，家长们一定要记
住，近视不可逆，近视后没有方法可以使近
视度数重新降低或者消失。

如何减少近视发生率
这5点建议请看看

当下“治疗近视”的孩子不在少数，那
为什么有些孩子经治疗后，确实感觉视物

又清晰了呢？漆剑谈到了两点原因。“一是
使用了非标准的视力检查表，二是没有进
行散瞳验光，治疗前后就会出现前后屈光
度相差较大的情况。”

据了解，散瞳验光是国际公认的诊断
近视的标准。在青少年儿童出现眼部问题
或者初次验光时，视光师会使用专用的睫
状肌麻痹药水，使眼睛睫状肌完全麻痹，达
到最放松的状态，消除睫状肌调节的干扰，
从而得到眼睛真正的屈光状态，使验光更
加客观，验出的度数更加精准。

那怎么才能科学护眼，减少近视发生
率呢？记者采访了重医附二院擅长小儿眼
科的张黎医生，他给出了5点建议：

1.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尽
量少接触电子产品，为小朋友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看电视时要开灯，人与电视
应保持3米以上距离；操作电脑，屏幕与眼
睛之间距离应不低于50厘米；使用台灯时，
同时开启室内照明灯。

2.定时休息，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不能
过长，平时保持良好的坐姿，记住“一拳、一
尺、一寸”的标准（身体距离书桌一拳，眼睛
距离书桌一尺，食指距离笔尖一寸）。

3.劳逸结合、球类运动可护眼。如乒乓
球、羽毛球、足球等，当眼球追随目标时，睫
状肌不断地放松与收缩，以及眼外肌的协
同作用，可以提高眼的血液灌注量，促进眼
部新陈代谢，从而减轻眼疲劳。

4.注意滋润眼睛，用电脑时，最好保持
至20度的下视角，这样有助于减少眼球暴
露的面积，以减少眼球表面水分蒸发。

5.重视营养均衡。多吃富含钙、蛋白
质、坚果类的食物，避免偏食并控制甜食的
摄入量。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周荞 受
访者供图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
新闻记者 钱也）据市气象台预
计，重庆今天大部地区多云转阴
天，明天开始各地转为阴雨天气，
受冷空气影响，海拔1000米以上
地区有雨夹雪或小到中雪。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1月19日：多云转阴天，9℃～14℃
11月20日：阴天有间断小雨，11℃～

13℃
11月21日：阴天有小雨，9℃～12℃

重庆明日阴雨又来

孩子“近视治疗”度数反飙升？

医生提醒：这些近视“智商税”不要交

▲非标准的视力表可能让“近视治疗”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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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晟 受访单位供图）重庆钓鱼城遗址申
遗被正式列为国家十四五申遗重点培育项
目。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委相关负责人昨天
表示，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了《“十四五”
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其中第六章明
确提出，要加强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培育三
星堆遗址、万里茶道、钓鱼城遗址等预备项
目，加大世界遗产研究展示宣传力度。

钓鱼城遗址申遗竞争对手的实力和底
蕴都不容小觑，为此，重庆钓鱼城遗址聘请
了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童明康、刘曙光，重
庆市文物局原局长王川平，北京大学考古
文博学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
华，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杜晓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员副院长
袁东山6位权威专家为钓鱼城遗址申遗顾
问。这样一来，钓鱼城遗址组建起了“国
际+国内+地方”三位一体的专家团队。

与此同时，钓鱼城遗址编制完成《钓鱼
城遗址申遗文本》《钓鱼城遗址保护管理规
划》《钓鱼城遗址保护办法》三大申遗法定
要件。按照国际语境对申遗文本进行了反
复修改完善。

钓鱼城遗址还联手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国防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知名高

校开展以钓鱼城申遗的基础研究为重点的
十五项课题研究，提炼总结出钓鱼城作为
宋元战争遗址对后世的持续性影响和文化
遗产价值。

作为世界闻名的文物遗址，千年时光

的流逝为钓鱼城遗址蒙上了一层层神秘面
纱，而在考古专家们的手中，这些谜团正在
逐渐被揭开。位于钓鱼城遗址北部的二级
阶地上的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就是钓鱼
城遗址申遗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遗址

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办公区由围墙、中
轴线建筑群、附属建筑三部分组成。园林
区以大水池为中心，环绕分布有门屋、景
亭、台榭、截洪沟、券顶涵洞等。出土有铁
雷、铜质象棋子、黑釉瓷器、青白釉瓷器等
遗物。此外，衙署建筑的蓄排水系统保存
极为完好，有明沟、暗沟、蓄水池、沉砂池
等，纵横交错、上下分层。

据了解，该遗址是目前中国出土最高
规格最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是重庆、山城
防御体系乃至全国宋元时期衙署遗址考古
最重要的发现，对钓鱼城遗址的保护展示，
特别是对钓鱼城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带
来极大的支撑，是目前钓鱼城遗址申遗过
程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和实物证据。

重庆钓鱼城申遗被纳入“国家行动”

▲钓鱼城遗址考古出土铁雷

▲范家堰遗址发掘区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