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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公告
尊敬的禹洲·雍锦府业主：

北碚禹洲·雍锦府项目一期3-9号楼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镇云泰路61号)，经竣工
验收已符合交房条件。请以上物业满足接房
条件的业主于11月24日到禹洲·雍锦府（物
业服务中心）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商
品房交付（入伙）通知书》要求带齐全部资料。

接房电话：023-68860388
特此通知

重庆翔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日

●遗失：魔力思维教育信息咨询重庆有限
公司公章一枚，编号5001141108023作废●遗失成都天怡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重庆九龙坡分
公司收据一份（收据编号NO.106429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富海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1078062777作废●遗失乾祜康药房（重庆）有限公司鹿韵路店
药品许可证副本渝DB0140549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永川区伟冰装饰设计部公章壹
枚，公章编号：5003834007216声明作废●遗失蒋昕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496501），声明作废。●遗失任小林、蒋扬荣之子蒋京丞2008.1.15在铜梁区人民
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391451,声明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选举委员会公章5002247073671遗失作废●遗失：璧山区虹源模具厂公章，编码
5002278057042备案回执声明作废。●范园遗失重庆两江民生医院有限公司开出的2张
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47332439.金额5210.90元；
号码47332440.金额1812.90元，声明作废

公告:重庆广泰运输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GB2729
渝GB2392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公告:重庆越旺物流有限公司以下车辆:渝
GB2877从即日起灭失注销作废。特此公告！
重庆康鸿物流有限公司渝BU3650营运证遗失补办
重庆市鑫嘉公司渝D79536营运证500110093424遗失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轩客不动产经纪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胡盼与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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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2336号
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
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仲裁院208
室），逾期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
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24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重庆璞心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陈明礼
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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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
第2091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
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
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208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
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24日

聚熙公司渝DW3895营运证500110120816，渝DA9805
营运证500110124472遗失作废。永康公司渝D02427营
运证500110113014遗失作废。恒帅公司渝DE8503营运
证500110126197遗失作废。重庆乾福公司渝DG6827营
运证500381029818遗失作废。同美公司渝DY0892营运
证500227026370遗失作废。重庆蓬缘公司渝BV2722营
运证遗失作废。重庆恭喜发财公司渝D87379营运证遗失
作废。凯金公司渝BQ8515营运证500110124401注销。
重庆康通物流有限公司渝AA152挂营运证500110054738，
渝BY8795营运证500110054706遗失作废。

●利邦物流公司渝D46008、渝AF397挂营运证遗失
●遗失北碚区歇马镇寨子农家乐食品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JY25001090005875声明作废

狐狸跑进邮电大学
学生为它拍美照

最先发现狐狸的是邮电大学学生周同
学，周同学在上课的路上碰见了它，“最开
始以为是狗，看到大尾巴才反应过来是狐
狸，它走到我前面，也不是很怕人。”周同学
说，发现狐狸时，自己也没敢动手去摸，但
她为狐狸拍了多张美照，发在了微博上，并
留言“这个生态多样性，不摆了！”重庆邮电
大学官方微博转发并回复：“搜狐行动秘密
开展中”。

“好可爱的狐狸”“这么萌，好想养一
只”……不少同学回复称。另有学生反映，
后来曾在学校体育馆遇到这只狐狸，还拿了
火腿肠喂食，也有人在学校“凉风亭”附近遇
见它……

学校保卫处连夜搜寻
狐狸原来是只萌宠

记者在学校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学校
接到学生反映的线索后，保卫处连夜进行了
搜寻，但是直至昨天中午，尚未寻找到狐狸
的踪迹。“学校太大了，还靠着山，搜索一只
狐狸有点难度。”该负责人表示。

从同学们拍摄的照片来看，可以初步判
断这是一只家养的杂交宠物狐狸，林业局专
家对此也进行了确认。相关部门提醒市民：
狐狸驯化时间短，野性较强、爱拆家、大便频
繁、尿液味道较重，不适合城市家庭饲养，很
多人作为宠物饲养后将其遗弃。此外，饲养
买卖在我国保护动物名录里的狐狸品种，需
要获得相关部门审批，随意饲养涉嫌违法。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
闻记者 石亨）据市气象台预计，未
来三天重庆各地多云为主，全市最
高温将回升至20℃。

中心城区天气预报

11 月 24 日：多云，早上有雾，
9℃~16℃

11 月 25 日：多云，早上有雾，
8℃~16℃

11 月 26 日：多云转阴天，8℃~
16℃

未来三天有阳光
最高温回升至20℃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
通讯员 万春）为关爱老年人的身体
健康，近日，璧山区璧泉街道妇联联合
街道卫生院集中开展了关爱老年人健
康免费体检活动，让辖区65岁以上老
人感受到街道社区的关爱和温暖。

据介绍，此次为老年人免费体检
的主要项目有测量身高、体重、腰围、
血压和检测视力、查血、B超等，同时为

6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随时
跟踪管理。在街道各社区公共服务中
心大厅内，社区妇联的巾帼志愿者们
在前来体检的老年人身边嘘寒问暖，
有的为老人仔细做好登记，有的搀扶
着行动不便的老人，有的为老人指引
体检流程，有的协助老人配合医务人
员体检……粉红的身影在体检的人群
中穿梭忙碌着，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巾帼志愿服务在身边
璧泉街道妇联关爱老年人身体健康

采野生蘑菇迷了路
民警上山进行搜救

昨天上午，回龙坝派出所的张警官介
绍了这起案件：“11月20日下午4点半，我
们所接到市民郭女士的报警，她称自己和
朋友上山采蘑菇掉队了，在山中迷了路，请
求得到救助。”

根据郭女士的描述，张警官和同事立
即赶往了出事地点中梁山，同时添加了郭
女士的微信，郭女士在微信中表示自己被
困在了山上，附近都是松树，没有可供辨识
的参照物，只能用微信发了一个定位。研
究了报警人大概位置后，张警官和同事驱
车来到了距离地点最近的山脚，遇到了同
样接警而来的消防员，于是两队人马一起
行动，徒步上山搜救。

当天恰好下了雨，山上山陡路滑、杂草
丛生，给搜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搜救人
员只能选择最原始的方法，一边搜索一边
喊话。经过一个小时的搜救，张警官终于

找到了郭女士，此时她躲在一棵树下，

浑身被雨水弄湿了，瑟瑟发抖。张警官发
现,她手中还提着一口袋捡来的野生蘑菇。

民警提醒进山要结伴
尽量别采野生菌食用

在将郭女士送到安全位置后，张警官
询问了郭女士迷路的过程：原来她当天和
3名同伴结伴上山采蘑菇，因为太专注地
找蘑菇，她与同伴走散了。走散之后郭女
士发现身边都是松树，无法判断同伴走过
的路，加上方向感不好，就在树林里迷了
路。眼看天就要黑了，大喊也没有同伴回
应，连忙报警求助。

幸亏警员和消防员行动迅速，赶在天
黑之前将郭女士救出，郭女士的同伴在得
知她获救之后也迅速赶到了山脚边会合。
张警官提醒郭女士和她的同伴，野生蘑菇
不能随便采来吃，在不了解蘑菇性质的情
况下很容易中毒。郭女士听完张警官的介
绍后，再三表示下不为例，并将采来的蘑菇
扔掉了。对于民警和消防员的搜救之恩，
她也进行了感谢：“如果没有你们，我被困
在山里可能就出事了。”

张警官提醒市民：“野生菌不好辨认
是否有毒，尽量不要采摘。另外进山游
玩最好是结伴而行、相互照应，进山前应
根据情况准备相应的食水；山里信号差，
进山前应给手机充满电，并尽量携带指
南针等装备；进山后不可放松警惕，一旦
迷路，应选择一个安全、辨识度高的地点
等待救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警方供图

▲▲民警民警、、消防员上山搜救消防员上山搜救

女子上山
采 蘑 菇 迷 路 ，
民警消防联合
搜寻……

人

“红伞伞、白杆杆……”
虽然这首预防误食野生菌的
民谣已经脍炙人口，但是仍
有部分市民到山林里摘野生
蘑菇。近日，沙坪坝区公安
分局回龙坝派出所就处置了
一起因进山采蘑菇迷路引发
的报警。经过近1小时的搜
寻,成功救出了报警的39岁
女子郭女士。

如何辨别有毒蘑菇
不少市民上山游玩喜欢顺便采点蘑菇回

家做菜，如何辨别有没有毒，有几个小技巧：
一、看生长地点
一般来说，无毒蘑菇的生长地区，一般

都是比较清洁、干爽的草地，或是松树、桉
树等比较干净的地方；而有毒的蘑菇，往往
生长环境都是比较肮脏、潮湿、有机质丰富
的阴暗、潮湿地带。

二、闻气味
大多数可食用野生菌，都有固定的香

味，而且没有明显的异味；而有毒的蘑菇，
往往都是有辛辣、恶臭，还有很大阵苦味。

三、看外观形状
一般来说，有毒的蘑菇，颜色往往比野

生可食用菌的鲜艳许多；而且菌伞上多呈
现颜色为红紫、黄色，或是杂色斑点，柄上
有环和托。

四、变色实验
如果你不确定你采摘的蘑菇是否有

毒，那么可以按照以下两个小方法来做个
实验：

1、变色实验：首先用个葱白，在蘑菇菌
盖那里擦一下，如果从白变成了青褐色，那
么说明有毒，如果没有变色的话，那么说明
是无毒的；如果是有毒的菌类，煮熟以后遇
上银器会变成黑色；遇到葱白则会变成蓝
色或是褐色。

2、牛奶试验：将少量新鲜牛奶放在菌
表面，如果牛奶在菌表面发生结块现象，则
可能有毒。

在这里奉劝大家，不管在任何的季节
里，对于不认识的蘑菇切忌不可以轻易地
采摘食用，以免误食毒蘑菇而发生严重的
中毒事件。

新闻链接

大学里跑
来一只狐狸，
全校连夜搜寻
……

狐
11 月 22 日晚，重

庆邮电大学南山校园内
出现了一只小狐狸，会嘤
嘤，不怕人。学生发现后，
学校保卫处进行了连夜搜
寻，但截至记者发稿时，这
只古灵精怪的小狐狸却再
未显露踪影。

◀▲▶◀▲▶重邮学生拍摄的狐狸重邮学生拍摄的狐狸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35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4 3 6 2 3 3 + 9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3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31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5 9 3 9 2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1月23日

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