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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面出售
重庆雅瑞阁物业有限责任公司有负1层至3层商业
用房出售，地址：1、璧泉街道沿河东路南段68号；2、
璧泉街道红宇大道19号；3、璧城街道文星路248号；
4、青杠街道民安街186号。量大从优，价格1600元
每平方至6000元每平方止。有意者面议。联系人
邓先生：13101207106 苏先生：1363833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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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家庆（身份证号510212194712040313）遗失
沙坪坝区正街2号4栋9-2租约证，声明作废。●周敏证件号50022419860519612X44残疾证遗失作废●沙坪坝区军渝情餐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614M
1G8E，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穗明公司渝B7A587营运证号500222104418作废

通知
公司员工：李燕（51020219820628****），因你的旷工行
为严重违反公司劳动纪律，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处理。请
你于12月16日前回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3日

猪小肠精深加工肝素钠原料粗品（非医用）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示：我公司委托环评机构承担本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该项目环评报告书已编制
完成（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信息已在网站（梁平
信息网https://www.cqlp.com.cn）和建设单位办
公地点（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松竹村7组）发布。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唐老师 电话：15825958001；
评价单位联系方式：符工 电话：18203061392，
电子邮箱：860595287@qq.com

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重庆中正家木业有限公司《中
正家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已完成，我公司征求意见稿及公众
意见表下载链接已在https://www.cqkz.cn/article/
article_89266.html进行了公示，也可来电、来函索取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起止时间为2021年12月9
日至12月15日。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设单
位：重庆中正家木业有限公司,通讯地址：重庆市开州
区临江家居产业园（二期）11#厂房,联系人：李总,电
话：13896981005。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评价
机构：重庆浩力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通讯地址：重
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中安国际大厦19F-3，联系人：张
女士，电话：13647636134。重庆中正家木业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重庆市沙坪坝区长跑运动协会遗失工行
重庆三峡广场支行，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7522401，账
号：3100024009200113265，声明作废

重庆威森新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5001087175874)，财务
章（编号：5001087175875），发票专用
章（编号：5001087175876）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上海轻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陈孟平与你单
位及宁波众差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
(渝北劳人仲案字〔2021〕第3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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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下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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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庭开庭审理本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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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

拍卖:三亚53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信息{第20211224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
卖：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参考价：25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竞买
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2日17：00（以保证金到账为准）；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
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于标的所在地。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
17：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
户：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 5618 7476。缴
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交款）、第2021 12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
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

面积为35238.19m2的现状为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划为商住用地、土地代码为B9-
04）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

2、本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3、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4、根据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一信息创意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

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于三亚
市人民政府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jhgh/202006/5b818cdb4f3548
02980aa885e15c8c30.shtml）

5、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料参考网址：http://www.sanyawanmei.cn/。
联系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恒帅公司渝D33356营运证500110075764遗失作废。
重庆互义达公司渝DL7257，渝D26279营运证注销。
金源公司渝D60479营运证500110073156遗失作废。
君睿达公司渝BZ7553营运证500110110795遗失作废。
重庆易到物流公司渝BY9768营运证注销。

遗失声明：重庆市农业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原重庆市动物卫生监
督所）不慎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203份，编号：000298798-
000299000，特此声明作废。

●重庆跃泽物资有限公司遗失农行重庆双桥支行开户许可证，
账号31210801040007012，核准号J6530063940201，声明作废

罪魁祸首是一种微生物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恙虫病是一种很
少听到的病症。微博最近爆出新闻：广东
佛山的凌女士12月 5日因发烧、呼吸不
畅到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求诊，治疗期间
病情恶化出现呼吸衰竭、

陷入昏迷，被确诊是
恙虫病。其致病原
因，可能是在工作场
所和一些来历不明
的猫一起玩有关，不
少网友都感到很惊

讶。
恙虫病到底是一种什么病？王兴

胜进行了科普：“恙虫病是一种急性传
染病，又名丛林斑疹伤寒。这种病会导
致多脏器损伤，临床表现为发热、皮疹、
淋巴肿胀、肝脾肿大、呼吸困难等。凌
女士就是出现肺部感染，从而导致呼吸
衰竭。”

和新冠肺炎、肺结核等传染病不
同，恙虫病的传染源不是病毒或细菌，
而是一种叫作恙虫病立克次体的微生
物。这种微生物会在细胞内寄生，恙螨
虫是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因为恙螨虫
大多分布在北纬30°的我国岭南以南
和云贵以东的亚热带地区，所以恙虫病
在岭南以北很少见。

恙虫病多见于啮齿类动物

在“女子撸猫后患恙
虫病呼吸衰竭”引发
热议之后，不少网友
发出一个疑问：撸
猫、遛狗等和宠物亲

近的行为，是否真
的存在感染恙
虫 病 的 危

险？部分爱猫人
士则认为将恙虫病与

猫做关联有失公允。
对于网友的疑问，王兴胜

解释：“恙虫病感染病原是恙
虫病立克次体，主要传播媒介
是恙螨虫，其大多在野外的草
丛里。从感染途径上进行分
析，爱在野外草丛里生活的老
鼠、松鼠、河狸、旱獭等啮齿类
动物容易感染恙虫病立克次
体。但是一般家养的猫狗如
经常进行除虫和定期的洗澡，
接触到恙螨虫的几率不多，感
染恙虫病的可能性很小。人
感染恙虫病往往是在丛林野
外活动，没有对裸露皮肤做相
应的保护，被携带恙虫病立克次体的恙螨
虫叮咬导致感染。”

为了说明恙虫病和感染源的关系，王
兴胜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都知道蚊子会
传播疟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被
蚊子叮咬，都没有感染疟疾。因为疟疾的
致病源是疟原虫，只有携带了疟原虫的蚊
子才会传播疟疾。同理，大部分的宠物，是
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恙螨虫和恙虫病立克次
体的，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恙虫病选择用药要注意

在凌女士因恙虫病导致呼吸衰竭的新
闻中，恙螨虫叮咬后形成的黑色焦痂让人
汗毛直竖。这是否意味着身上一旦出现焦
痂，就可能感染恙虫病？王兴胜表示，要分
情况而定：“身体出现焦痂，不一定都是恙
螨虫病。如果近期去过野外，并有发热或
皮疹、淋巴结肿大，身体出现焦痂，那就要

引起足够重视了。”
随后王兴胜科普了恙虫病前期可以自

查的症状：“恙虫病有一定潜伏期，一般6～
18天(平均9－12天)。所以，发现初期症状
及时去医院医治很重要。一般去户外感染
了恙虫病之后，初期会出现发热、皮疹、淋
巴肿胀、食欲减退等症状。如果出现这些
症状，那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有了小病不会
去医院，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自己吃
点常见药硬扛。王兴胜提醒：“大环内酯
类、四环素类、氯霉素、喹诺酮类抗生素对
恙虫病有良好疗效。但因为恙虫病立克次
体是专性细胞内寄生的微生物，常用的青
霉素、头孢、氨基糖甙类抗生素很难进入细
胞内发挥作用。所以，感到不适就吃阿莫
西林、头孢、阿米卡星等常见的抗生素，对
恙虫病是没什么治疗作用的。一旦耽误最
佳治疗时间，导致出现脏器损伤就麻烦
了。”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赵映骥

最近，一位叫“喻妍”的抖音博主，称自
己患有白血病，经常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和
疾病抗争的过程，因此获得了近70万粉丝
的关注。在她其中一期讨论自己为什么会
得白血病的抖音视频中提到，自己在患白
血病之前，曾经到泰国游玩，并在海边划伤
了脚。这条视频获得13.2万点赞，获得2.8
万留言，转发量达到10万。有网友留言
说：“我上次刷到的一个男生，也是白血病，
也是去泰国被石头划伤过。这么巧吗？”还
有网友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就是t细胞病
毒白血病啊，会传染，中国福建沿海地区也
是高发区，肯定是在泰国海边被传染了。”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喻妍”表示她只
是分享自己的经过，没有其他意思，大家也
不要断章取义。但是依然引发不少人讨论，
甚至讨论热度已经延续到了微博。一位实
名认证为“作家杜华辉”的微博账号就写到，

“在某音上看到好
几个白血病患者
爆出相似经历，就

是在确诊前，都去过泰国，并且在海滩上被
石头划过皮肤。有人出来解释这个事情
吗？感觉好恐怖，就像一个黑暗诅咒。”

到泰国划伤脚会不会得白血病？所谓
的“t细胞病毒白血病”到底是什么？这种
白血病会不会传染？对于网上的各种讨论
和疑惑，记者采访了重庆医科大学附三院
血液科副主任魏霞，她给大家进行了答疑
解惑。

对于“白血病会传染”这个说法，魏霞
表示，首先，任何类型的白血病都不会传
染。白血病的发病原因现在并没有明确的
因素，可能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可能是化学
毒物放射导致，还有可能是病毒导致的，目
前白血病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2。仅仅

是单纯在海边划伤了脚不可能得白血病，
肯定同时存在其他诱因，这只是巧合罢了。

至于网友说“t细胞病毒白血病”会传
染，魏霞表示，t细胞病毒白血病的发病诱
因是感染了HTLV－Ⅰ型病毒。该病毒阳
性感染者中，只有0.5%-7%会发生t细胞
病毒白血病。而且HTLV－Ⅰ型病毒在人
体内的潜伏期很长，可以长达20到30年，
目前最长的潜伏期达到了60年。HTLV－
Ⅰ型病毒的感染方式主要是垂直传播，主
要是通过母婴传播、性传播和血源途径传
播，和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方式比较类似。
因此，魏霞强调，如果只是在海边单纯划伤
了脚是不可能得白血病。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艳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
游新闻记者 钱也）昨日早
晨，重庆中心城区阴沉沉的，
南岸还飘起小雨。15时，各
地气温介于7℃-12℃之间。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
天，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后

天各地间断小雨或零星小雨。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各地阴天到多云，
气温 4～16℃；中心城区阴天
间多云，气温10～15℃。

明天：各地阴天到多云，

气温4～15℃；中心城区阴天，
气温11～14℃。

后天：偏南地区间断小
雨，其余地区阴天转间断小雨
或零星小雨，气温5～14℃；中
心城区阴天有间断小雨，气温
11～13℃。

阴天为主 偶见阳光

女子患恙虫病呼吸衰竭

撸猫惹的祸？

到泰国海边游泳划伤脚

被传染白血病？

近日，“女子撸猫后患恙虫病
呼吸衰竭”冲上了热搜。在对该
事件介绍的新闻下，有3356名网
友进行了讨论、81890名网友点
赞。部分网友认为恙虫病是由恙
虫病立克次体引起，与撸猫关联
有失公允。

真实的恙虫病是
如何传染的？撸猫、
遛狗是不是真的很危
险？如何判定是否感
染上了恙虫病？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采访
了市急救医疗中心
（重庆大学附属中心
医院）呼吸病专家王
兴胜，他给我们普及
了恙虫病的相关知
识。

恙虫

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
第2114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8 0 6 4 5 6 + 1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
第213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3 4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
第21332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9 3 4 3 9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
第2115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0 3 3 3 1 0 3 1 1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2115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3 3 0 3 3 3 1 0 3 1 1 3 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1153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 2 1 0 3+ 0 1 1

重庆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21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