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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5日 星期二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王文渊 视觉 胡颖 李睿 责校 周懿

0707 ▲

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南岸区怡丰广告设计制作部遗失中信银行重庆南岸
经开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8000601声明作废。
◆冯明英遗失护士资格证，证号：12324237，声明作废
◆童坤遗失失业证5001120615011156，声明作废
◆遗失袁梓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37771声明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兴艺老年公寓遗失公章，作废
◆重庆永康物流有限公司渝BY1656营运证500110059966遗失作废

美的缘 教师主办10年
68067355也可四海www.023yuan.com

遗 失代办执照、资质、商标、税务、验资、审计、评估、年检
重庆工商服务中心
6380222663722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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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厂房租售
茶 园 经 开 区 ，面 积 3600m2，另 赠 送
550m2，价格面议。电话：13996190702

招 租
重庆出租车服务区（五红路CNG加
气站）旺铺、办公楼招租，超大车流量。
电话：13628337686，余德雷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重庆市吉时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遗失2016.11.29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8KP001作废

声明 :遗失重庆汉威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码
91500107305167952j)开给重庆鑫恩商贸有限公司(纳
税人识别号91500106678665022f)的重庆增值税专用
发票1份（抵扣联，发票联）。发票代码:5000172130.
发票号：06793407。金额是 15000元，特此声明。
◆重庆市巴南区酷源花木种植场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巴
南支行界石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3686001作废
◆个体户贾运普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50023819880619485801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重庆市分公司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 5000162320,发票号码 42795565，声明作废。
◆重庆鸿刚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光大银行重
庆南坪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984201，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李鱼磊不慎将2014年7月30日
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30－
12－19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5035654，票据金额为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安东不慎将2014年7月30日汇
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30－
13－13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7032227，票据金额为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王芳不慎将2014年7月30日汇
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30－
17－11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7032239，票据金额为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邓良清不慎将2014年7月30日
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30－
16－12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5028365，票据金额为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善群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
MA5UA5CH74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9日）因故解散，请债权、
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
毕后将向工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17年12月05日
◆重庆市渝博橡塑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壹 枚 ，号 码 5001122036010，声 明 作 废
◆重 庆 馨 阳 暖 通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编 号 5001065043297,声 明 作 废
◆遗失经营者熊培理2010年7月29日 核发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600266863声明作废
◆杜发琴（身份证号码：500238198410251027）半导体分立器件.集成
电路装调工，（五级/初级技能），证书编号：1376003040500099丢失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飚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55789505042成立日期2011年7
月6日）因故解散，请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来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后将向工
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2017年12月05日
◆重庆市渝北区鑫亿物资回收有限公司龙溪
第二分公司遗失2014年11月24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500112300005712，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鑫亿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景辉
路门市部遗失 2014年 8月 9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 500112300035437，声明作废

重庆佰勤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遗失2010年6月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渝江5001050000
99642；遗失国、地税登记证正本，国税号50010566
088094/，地税号 500105660880947，声明作废
◆曾泓滔于2017.11.30遗失身份证:证号500232198811
070018声明作废，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任何他人冒用后果
◆经济技术开发区文霞五金经营部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岸
支行长生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89090声明作废
◆重庆楠竹海饮用水有限公司不慎将广东南粤银行重庆
江北支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J6530040142102，声明作废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长风转向器分
公司遗失2008版增值税普
通发票(五联无金额限制版)，
发票代码5000124650，发票
号码00284862－00284880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长风转向器分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中
文六联无金额限制版)，发
票代码:5000134170，发票
号码:00000553－00000565
◆遗失李维警官证，警号5013279，声明作废
◆重庆可歌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12月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0542733897，作废

公告函
重庆杰绅管道防腐有限公司股东张继烈

先生（身份证号码：51302119740712****），您
2017年 7月份同意接手管理公司，又一直未
参与公司经营，又未派人员管理。赵刚勉为
其难支撑至现在，实在无力经营下去，希望您
尽快出面协商公司后续经营事宜，以便公司
能健康发展，十日内若无回信，给赵刚和公司
造成的一切后果，将与赵刚无关。特此公告

赵刚 2017年12月5日

◆王 韬 遗 失 长 江 师 范 学 院 毕 业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106471201305001559，声 明 作 废 。
◆钱天龙遗失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新开寺村姚家
碥组5号房屋土地证，证号CQ060104020035，声明作废
◆遗失曹均梅、张少洪之女张斯语2013年7月23日在重庆
东华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063320作废

重庆中航幕墙工程有限公司冯仕祥（证书编号：
渝建安C（2016）0059724）已与单位解除了劳动
合同关系，现已失去联系，请冯仕祥见报后尽快
到公司办理证件调出手续。否则，公司将申请
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调入无关联企业库。

12月2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当天，有
市民向城市文明热线966966投诉：沙坪坝渝
碚路、沙南街、小龙坎几条主要街道，摩托车在
人行道上随意行驶现象很普遍，希望得到关注。

工人村周边 单行道逆行严重

沙坪坝工人村体育馆往807公交站方向是
单行道，但有市民反映，经常有三轮车、摩托车、
小货车在这里逆行，不断引发擦挂小事故。

3日上午11点30分，记者在工人村体育馆
前的广场上看到，很多摩托车、电动车乱停乱
放。

“为了图方便，这些摩托车经常逆行，造成
堵车或事故……”在广场上散步的罗大爷说，工
人村周边的道路很狭窄，居民区林立，还有很多
餐馆。人行道和周边的一些支马路上都划定了
临时停车位，如果有车辆逆行，通行非常困难。

记者在公路边看到，很多送外卖的摩托车，
或是选择逆行，或是直接开上人行道。

小龙坎正街 10分钟6辆车开上人行道

上午11点，记者在小龙坎正街“国美电器”
前的广场上看到，匆匆行走的人群中，不时有摩
托车夹杂其间。

10分钟内有6辆摩托车和电动车在人行
道上行驶，在这6辆车中，有2辆是送外卖的电

动车。
广场的人行道边划有摩托车临时停车位，

尽管有停车位空着，但还是有两辆摩托车乱停
在路边。

沙中路 摩托车乱停人行道

中午11点45分，到了午餐的时间。沙中
路公交站附近有四五家餐馆，不少外卖小哥将
摩托车停在附近，等着送外卖。

不过记者发现，此处没有划定临时停车位，
10多辆摩托车都停在人行道上。

市民谢先生说，沙中路、汉渝路附近，虽然
行人不是太多，但南开中学和一中的校门都在
附近，遇上放学，人行道上有很多学生，摩托车
在人行道上行驶容易撞到行人。

■相关部门回应
情况存在，将加大巡查力度

有市民说，他们反映的这些情况，也向市政
府相关部门反映过。10月27日，市城管委公
开信箱曾作出回应：经查，404公交车总站对面

和八中到小龙坎国美的人行道上，确有摩托车
在人行道上行驶和停放。由于此两处之前未规
划停车位时车辆乱停放情况严重，群众投诉频
繁，为了规范和缓解周边停车难问题，保障行人
出行安全，根据沙坪坝区统一规划，在此两处规
划了摩托车停车位，以防止摩托车乱停放，造成
更大的安全隐患。针对投诉人反映的情况，沙
坪坝区市政行政执法支队将加大该处的巡查力
度，加派执法人员对此路段进行规范管理，加大
对车主相关市政法规的宣传教育，劝导车主规
范行驶和停车，防止对行人造成伤害。

本报记者 谭遥

渝北区的包先生网购18.8元的商品，退
货时被骗走15800元。11月30日，他来到渝
北区公安分局仙桃派出所报案，并向民警讲述
了离奇的被骗过程。

网购货物没收到，“卖家”打电话说退货

前不久，包先生在淘宝上网购了一个口
罩，价格为18.8元。因为迟迟没有收到货，包
先生联系了卖家。11月30日下午，包先生突
然接到一个来自江苏南通的电话，一男子询问
包先生是否购买了东西没有收到货，包先生回
答说是。然后，对方帮包先生查询了一下，回
话说可能是快递公司把货弄丢了，他们会退款
给包先生，如果包先生愿意也可以重新购买。

当天下午4点40分，包先生又接到一个
来自广东深圳的电话，一个自称客服的女子告
诉包先生，他购买的商品确实被快递弄丢了，
他们这边退钱给包先生让他重新购买。她询
问包先生是否有支付宝账号，包先生回答有。

按要求转账，收到银行提醒“严防上当”

两人互加好友后，包先生把自己的芝麻信
用分截图发给了对方，对方看后告诉包先生，
她们是通过第三方支付来退款。然后，她给包
先生发了一个二维码，叫包先生扫描，同时还
给包先生发了一张截图，截图显示已经转了
8000元钱到包先生的“蚂蚁借呗”上。

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按照对方的要
求扫描了二维码，界面显示的对话框是注册

“蚂蚁借呗”，包先生填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
证号码、联系电话、银行卡号码及支付密码。
注册成功后，对方让包先生把“蚂蚁借呗”上的
8000元钱提到自己的银行卡上，再把该退的
款额从中扣除，剩下的钱转到一个叫郭某的个
人账户上。随后，对方发来了账号。包先生按
照对方的要求一一照做。

对方称他们是双倍赔偿，加上提现的手续

费，包先生从中扣除了50元，剩余的7950元
从自己的银行卡上转给了郭某。过了一会，对
方说没有收到钱，让包先生再次操作，这时包
先生起了疑心，拒绝再次操作。

又过了一会儿，包先生收到“江西银行金
e融”发来信息：“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银行工
作人员实施网络诈骗，索要短信验证码或要求
转账至他人账户，我行不会要求任何客户提供
手机验证码等个人信息，或向他人转账，请务
必提高警惕，严防上当受骗，如遇涉嫌诈骗的，
请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

一系列操作搞晕头，他被骗15800元

又过了十多分钟，包先生收到“江西银行
金e融”发来的两条信息，信息显示包先生的
银行卡先后被扣了3000元、4800元。

包先生立即询问“江西银行金e融”为什
么要扣自己的钱，对方说包先生的账户连接超
时了，第三方已经把账户冻结了，银行要从卡
上扣款。包先生慌了，问对方怎样才能把被扣
的钱要回来，对方叫包先生继续向郭某的账户
上转账7800元，就能把扣除的钱拿回来。

后来，包先生又收到一条“江西银行金e
融”的转账收入7800元的信息。同时收到了

“江西银行金e融”给包先生发来的“银行转出
7798元”的信息。包先生询问对方到底是怎
么回事，对方说这个钱转到他们公司的账户上
去了，叫包先生在支付宝上搜索趣店，然后在
趣店上提钱。包先生登录趣店发现，上面显示
的是借钱，包先生被这一系列的操作搞得晕头
转向，而自己银行卡上稀里糊涂少了15800
元。他询问对方有没有其他方式要回钱，对方
说先登记，等明天财务上班再把这7800元钱
退到账户上。之后，对方就失去了联系。包先
生这才明白被骗了，立即报警。

目前，渝北警方已按相关程序侦办该案。
本报记者 钱也

59岁的唐明建（化名）有一斤的酒量，但
这次，他喝了六七两白酒就喝高了。然而更让
老唐想不到的是，这次醉酒还引发了严重后果
——代谢性酸中毒。好好的，怎么会“中毒”？
医生解释说，老唐患糖尿病十几年了，没经过
正规治疗，而是长期靠口服“保健品”降糖，结
果这次诱发了代谢性酸中毒。

六七两白酒下肚后“中毒”了

老唐身体硬朗，为人豪爽。他喜欢喝酒，
一次可以喝一斤多白酒。11月30日晚上，他
和几个朋友聚餐，六七两白酒下肚后，他开始
迷糊起来，而且浑身乏力。

老唐想，一定是自己喝醉了，也没在意。
第二天，老唐浑身乏力的现象没有好转，穿衣
服也困难了，还出现了呼吸急促的症状。家人
赶紧把他送往重医附二院急救部救治。

医 生 检 查 发 现 ，老 唐 血 糖 高 达
18.2mmol/L，血酮高达4mmol/L。此外，他
血液中乳酸指标（正常值为 0.7-2.1mmol/L）
高达23.3mmol/L，已经严重“爆表”。血PH
值为6.98，低于正常人。

这些检验结果表明，老唐出现了代谢性酸
中毒，不仅有乳酸酸中毒，也有酮症酸中毒，两

种“中毒”叠加在一起，病情很严重，
同时，老唐还有肺部感染，如果不及时控

制病情，很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吃保健品“降糖”闯大祸

经过医生抢救和几天的治疗，老唐血液的
各项指标慢慢趋于正常。

老唐怎么会中毒呢？附二院急救部医生
介绍，代谢性酸中毒主要包括乳酸酸中毒和酮
症酸中毒，其中酮症酸中毒多见于糖尿病病人
血糖控制不佳引发的急性并发症。

医生询问老唐得知，他有15年的糖尿病
史。老唐说，刚开始时，他也正常吃药、去医院
接受治疗，几年下来，感觉血糖控制得很不错，
慢慢地就放松了，开始用保健品代替药物来

“降糖”。
医生介绍，保健品根本达不到治疗糖尿病

的效果，再加上肺部感染，大量饮酒后诱发了
代谢性酸中毒。

“糖尿病患者用保健品代替药品来控制病
情，也会造成一定的隐患。”医生说，具有降糖
作用的保健品，可能存在成分不明的情况，长
期大量服用这类保健品，可能会对生命构成威
胁。 本报记者 顾晓娟

识
骗
局

网购18.8元商品去“退货”
包先生倒“赔”15800元

医生提醒，要想科学控制血糖，就要用好糖尿病治疗的“五驾马车”，即健康教育、饮
食、运动、血糖监测、药物控制缺一不可。

1.健康教育，糖尿病患者要对自己的病情引起足够的重视；
2.饮食，糖尿病患者在早期可以通过饮食干预控制血糖，要营养均衡，按照一定的比

例合理分配各餐，多吃低脂、低盐、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3.运动，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4.药物治疗和胰岛素治疗；
5.监测，包括血糖监测和并发症检测。

科学降糖“五驾马车”缺一不可■医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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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替代药物“降血糖”
六七两白酒下肚差点要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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