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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狐狸精！我们找了你两天一夜
前日，重庆邮电大学校园内跑
来一只小狐狸，
因其颜值颇高、身段
窈窕，引起来全校师生的围观。小
狐狸抓到了没？它是什么品种？将
会送到哪里去？昨日，记者从重庆
邮电大学获悉，
狐狸已经“落网”，
移
交林业局。

馈称在学校看到一只貌似狐狸的动物。
从师生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了解到，该
动物通体白色，眼眶和背脊处带有黑色毛
发，尾巴很大，看起来像是狐狸。付科程告
诉记者，由于无法判定到底是不是狐狸，是
否会存在伤人行为，所以学校开展了抓捕
活动。
“ 大家都笑称这是‘重庆邮电大学的
搜狐行动’。
”
付科程说道。
据了解，学校保卫处经师生提供的信
息，在学校 8 处地点进行布控。
“很狡猾，一
瞬间就跑不在了，根本抓不到。”付科程说，
在 23 日晚间，在学校传媒学院附近，终于
将其抓获。
付科程回忆，抓获狐狸过程只用了十
分钟。期间，狐狸也很温顺，没有出现咬人
抓扯的情况。

系成年杂交狐狸，
二级保护
动物

▲正在悠闲晒太阳的狐狸，引得
不少路人驻足围观。

“搜狐”行动！狐狸难过“火
腿肠关”

▲狐狸被放置在专用转运笼内进行转运

庄建医生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医
学 3D 打印实验室主任。在进行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前，他和团队可以把病人心脏模
型打印出来，缩减手术判断时间、提升治疗
效果。目前，他已经将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
数百例病人的术前规划。
顾名思义，3D 打印技术不是用油墨在
纸张上打印内容，而是在三维空间里逐层
打印出立体的东西。这一新兴技术正加速
在 我 国 医 疗 领 域 应 用 ，落 地 场 景 日 渐 广
泛。记者了解到，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等在内的多家医院，已将其运用于术
前规划、手术导板、人体植入等。

3D打印技术已在多家医院运用
3D打印也称增材制造，
是指基于数字模
型，
在三维方向逐点、
逐线、
逐层堆积，
将材料制
造出立体实体构件，
是一种创新性制造技术。
目前，
全球已经发展出金属3D打印、
高分子3D
打印、
陶瓷3D打印以及生物3D打印技术。
据悉，全国多个医院已有 3D 打印技术
应用的案例。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积
水潭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
民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
民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根据难度和深度，
3D打印技术在医疗上
的运用可分四个层面：
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
手术导板和康复支架、
骨科匹配和人体植入、
活体器官打印。目前活体器官打印全球都处
于初步探索中，
前三个在我国均有不同程度的
应用。
在术前规划和提前演练方面，
南方医科
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广东省医学生物力学
重点实验室主任黄文华介绍，传统的 CT、
MRI 等影像学检查结果出来的是二维数据，
有经验的医生有时对一些复杂案例也难以准
确把握。利用数据打印出3D实体模型，
可以
让医生直观、
立体地了解病变局部解剖关系。

大规模应用尚存诸多瓶颈
受访人士表示，虽然近些年 3D 打印在
医疗行业的运用加速，但在技术成熟度、社

华龙网-新重庆客户端记者 石涛 摄

据悉，在狐狸跑进校园后，先是在 22
日被正在去上课路上的周同学发现。她拍
了照片发布微博后，被重庆邮电大学官方
微博转载，官微称“搜狐行动正在秘密进行
中”。随后又有学生发现其出现在学校体
育馆、学校公园凉风亭内，还有学生喂食其
火腿肠、肉脯等。
“这只狐狸很温顺，但是也很狡猾。”重
庆邮电大学保卫处治安科副科长付科程介
绍，22 日晚间，学校保卫处接到学生的反

这只狐狸是不是保护动物呢？重庆邮
电大学安顿好了狐狸后，便求助于重庆市
南岸区林业局野生动物救助站。昨日下
午，重庆市南岸区林业局野生动物救助站
站长张春艳来到重庆邮电大学，将这只误
入学校的狐狸带回了救助站。
张春艳告诉记者，这是一只四岁左右
的成年杂交狐狸，
属于二级保护动物。
这只狐狸以后会怎么样呢？张春艳表
示，这只狐狸经过登记备案后，会进入林业
局 野 生 动 物 救 助 站 内 ，进 行 留 殖 饲 养 观
察。
“ 主要看它是否有疾病或者受伤，我们
也会对它进行相关的救助。”张春艳介绍，
每年三月份，相关部门会根据这些动物的
情况进行会议讨论，在合适的情况下，将它
们放归山林。
张春艳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遇到此类
情况，千万不要私自轻易靠近，应立即联系
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患者福音“3D 打印技术+医疗”加速落地
会认知度、价格接受度等方面都有待提高。
黄文华介绍，3D 打印在材料多样性上
还需要进一步改进，目标是打印出来的器
官模型尽量能“拟人化”，包括材质、手感等
多方面要尽量接近人体组织。
蔡道章表示，
3D打印骨骼在生物力学方
面的表现还是比不上锻造的。
“一些关节面部
位无法用3D技术打印出来。人体一些不会磨
损的地方可以用3D打印出来，
但是会磨损的
部分还是使用锻造的。
”
3D 打印过程包括影像处理、物体打印
等需要相对较长时间，一些情况紧急的病
人往往来不及使用，因此技术在及时性方
面还需要提升。
研发 3D 打印设备及应用的珠海赛纳
数字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新立表
示，目前，很多医生不了解彩色多材料软硬
3D 打印技术如何运用于医疗中，在大城市
的医院认可度较高，而基层医院的医生了
解还不多。

专家建议加大研发加强人才培养

进一步加强科研攻关。
蔡道章表示，人体的骨骼、关节和韧
带，实质都是某种特殊材料，这些部位发生
缺损都需要用相应材质的东西去修复，科
学家应重视对材料的研究。

此外，人才培养和培训也至关重要。
黄文华表示，应该鼓励高校通过选修、讲座
等方式，让更多人增加对 3D 打印技术应用
于医疗的了解。
据新华社

全球医生组织中国总代表时占祥介绍，
3D 打印技术和产品在全球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领域，
如骨科、
儿科、
心胸外科、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血管外科、放射科和肿瘤科等。
重庆百姓易购超市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易
琴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
行业预测几年内 3D 打印技术在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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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
人仲案字〔2021〕第 2455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
硬件、服务和材料方面将迎来市 热线
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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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大爆发。
208 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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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
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多位业内人士建议，加大科
各地 注销减资/公告声明/题花广告/出售转让/商业广告……
登报 诉，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11月25日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竞争性谈判公告
研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推动 ●声明：遗失中共重庆博迅科创实业有限公●重庆鼎发汽车运输发展公司渝D46360营运证遗失作废。●遗失汪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JY25001040040041作废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进行
2022 年机关计 重庆古有田舍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彭竹与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
估
3D 打印技术在医疗行业的广泛 司支部委员会党组织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栩程公司渝D21956营运证500109017055遗失作废。●遗失父亲洪海军、母亲吴银芳之女洪邵妍在2013年2 算机维修配件及打印机耗材采购竞争性谈判，
算投资 9.7 万元，合同期 1 年。请具有相应资质并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渝中劳人仲案字
●重庆正耀物流公司渝D67398营运证500106040232遗失作废
有意参与的单位，在 2021 年 11 月 29 日 16:00 前 〔2021〕第60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遗失重庆殷豪金属丝网有限公司公章（印章编号50010500
月18日出生的医学证明，
编号:M500049094声明作废
携营业执照、相应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 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和平路
运用。
51717），财务专用章（印章编号5001050051718）声明作废 ●锦吉物流公司：渝D66520营运证遗失。皓金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供盖鲜章复印件，到我司 201 室拷取采购文件。联 211 号），逾期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
本委受理的 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 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若有证据证明本裁决有《中华人
黄文华表示，现在 3D 打印 ●渝北区轩航建村经营部遗失重庆渝北银座村镇银物流公司渝 DP3996 渝 DM375 挂营运证遗失。重庆琦峰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梁勇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 6 号（外河坪公交枢纽站）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重庆谦善物流有限公司渝 DN7776 营 运 证 500222 的情形之一的，可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重
迫切需要解决一系列前沿基础 行股份有限公司回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綦江区皓然运输公司渝BU3501营运证灭失注销。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
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渝北 137429 遗失，重庆悦心物流有限公司渝D78253 营运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特此公告。
●新梦公司渝A2G279营运证500115041481遗失 劳人仲案字〔2021〕第 2266 号仲裁裁决书。自公 证 50011505284 渝 D25526 营运证 500115052709 重庆市渝中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O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J6530086343701账号63022644660028声明作废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注销，遗失韩顺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11500672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柴油机扩能改造项目
科学问题，比如植入物的生物力
10 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作废，加财公司渝 BY1096 营运证 500222124504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内容
●遗失重庆市政园林开发公司贸易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重庆顶正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遗失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
208 室），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 遗失，坤辰公司车渝 BR9888 营运证 500110017159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学问题，可避免人体产生免疫排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1JMDJ00声明作废正本，编号：500007201019，有效期限2023.11.18，声明作废 院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到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
及 卡 遗 失 作 废 ，运 华 公 司 渝 BS1869 营 运 证 https://pan.baidu.com/s/1SxT4qBIj8C2idG0fP
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500110018921 渝 BS1012 营运证 500110104139 mQBig，提取码：okjd。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门面出售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2021年11月25日 渝 BU1389 营运证 500110124078 遗失注销
斥反应的材料问题。从长远来 ●重庆全泰物流公司渝DA8002营运证500222123625遗失补办 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有负
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崔总，0231 层至 3 层商业
减资公告：经重庆亚魁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7858067）均可查阅；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
地址：1、璧泉街道沿河东路南段 68 号；2、声明：丰都县仁沙镇杭家坪村生猪养殖科
边企业单位及群众；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
看，提高打印出来的活体器官的 ●重庆市鑫嘉公司渝D79536营运证500110128957遗失作废 用房出售，
璧泉街道红宇大道 19 号；3、璧城街道文星路 248 号；学技术协会遗失中国建设银行丰都支行开 91500112MA602GKC83）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pan.baidu.com/s/1zgK1zX5zowXBoQ_8L5jkpw，
●遗失重庆易升电梯配件有限公司的柳青法人章 4、青杠街道民安街 186 号。量大从优，价格 1600 元
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
p6l9。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
存活率以及器官功能等，都需要 壹枚，法人章编号：5003834054563声明作废 每平方至 6000 元每平方止。有意者面议。联系人 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0864101，账 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提取码：
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

13018333716 15023163856
023-65909440

邓先生：13101207106 苏先生：13638335859

号:50001293600050219440声明作废。

要求。特此公告。重庆亚魁科技有限公司，2021年11月25日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