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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针对皮肤过敏高发季，重庆
迪邦皮肤病医院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原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重庆迪
邦皮肤病医院技术总监戴溱慧教授，通过
重庆网易直播，举办了一场《春季常见皮肤
病诊疗与防护》公益讲座。

戴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讲解了病毒性
皮肤病、过敏性皮肤病、光敏性皮肤病、
荨麻疹等常见皮肤病的诊疗防护。现场

患者都是慕名而来，互动环节生怕错过戴
教授亲自答疑解惑的机会。有患者表示，

“看病最重要的是找个可信的医生，不走
弯路。”“今天就是专门来听戴教授的这
个讲座的……”

迪邦皮肤病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迪
邦一直践行以安全、疗效、责任为核心的诚
信医疗，让患者不走弯路，治好病，少花冤
枉钱。

迪邦皮肤大咖专业讲解
四月过敏皮肤防护诊疗

4月22日17时15分许，巴南区木洞派出
所接到木洞一小学保安报警称，有一位来接小
孩放学的家长，喝醉了酒，现在正躺在学校门口
对面睡大觉。

值班民警立即前往查看，眼前一幕简直让
人哭笑不得，只见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躺在学
校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老人醉得起不来了，
以手为枕、以地为床，直接睡下，老人的孙子则
站在旁边照看着。

民警询问，老人因醉酒不能清楚地回答，民
警只好询问小男孩。

原来，孩子的父母在外工作，他跟着爷爷在
木洞生活。懂事的小男孩还告诉民警，他的父
母工作很辛苦，周末就会见到父母。

由于老人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将老人搀扶上
车，带着他们先回派出所休息，小男孩也给自己父
亲打去了电话，告诉父亲到派出所接自己和爷爷。

打完电话，小男孩便乖乖地做起了作业，小

孩的爷爷则在旁边坐着醒酒。
当时恰逢派出所晚饭时间，值班人员还为这

爷孙俩打来了饭菜。两人吃完饭后不久，小孩的
父母张先生夫妇便到了，值班民警将情况告诉给
了张先生，也提醒张先生工作之余多关心家里，
建议老人饮酒要适量，不然伤身又误事。

张先生夫妇二人对民警表示感谢，四人一
起离开时，懂事的小男孩特意对民警说了“谢
谢！”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瑞

日前，一则信息“合川有人感染H7N9病毒
死亡，医生已被隔离，暂时别吃樱桃，特别是重
庆合川，合川已有13167人受感染”，在网络社
交平台上疯狂传播。经合川警方证实，该信息
系虚假信息，违法行为人刘某（男，22岁，重庆
合川人）为吸人眼球，“移花接木”编造散布谣
言，目前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8日。

4月23日，一则内容涉及合川的“紧急通
知”的信息在微信群、朋友圈等互联网社交平台
疯狂转发，网民评论转发较多。合川警方迅速
展开调查。

经调查，4月12日上午，在合川区大石街道
一汽车修理厂上班的刘某，在某社交平台看到

一则消息：“紧急通知 新华医院崇明分院：昨
天凌晨，男女生感染H7N9病毒死亡，医生已被
隔离……暂时别吃香蕉，特别是南汇8424的香
蕉，南汇已有13167人受感染。收到马上发给
你关心的人，最好群发……”据了解，在刘某编
发该信息前，安庆网警、警秀崇明已对此辟谣。

为吸人眼球，刘某将该虚假信息中的“崇明
分院”改为“合川分院”“香蕉”改为“樱桃”，并将
修改后的不实信息在某社交平台大肆传播，引
起网民恐慌。当前，正值樱桃成熟时节，网民看
到该信息后，纷纷表示不敢吃樱桃。市民杨女
士表示，“虽然知道H7N9病毒不会通过水果传
播，但心里还是很害怕，弄得我们心惊胆战的，

都不敢吃樱桃了！”
刘某对自己编造散布

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因虚构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刘某已被合川警
方依法行政拘留。

合川警方提醒网民：网民要遵纪守法，不得
在微信群、网站、论坛、贴吧等网络社交平台上
随意转发不实的网情。对散布谣言，谎报疫情、
险情、警情，或以其他方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的，警方将加大打击治理力度，违法人员将被处
以拘留等处罚，情节严重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景然 通讯员 张钦

“哥不是鄙视你，是鄙视走应急车道的
你。”“走应急车道的你，你不是鹤立鸡群，你是
鸡立鹤群。”“走应急车道的你，你不是一马当
先，你是猴哥表演。”昨日，记者在渝武高速礼
嘉至北环段发现了不少诙谐的交通警示语，这
些交通警示语提醒驾驶员不要走应急车道。

记者了解到，这些诙谐的交通警示语，是
重庆交通执法高速一支队四大队最近几天才
设置的。该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执法队员平
时监控和驾驶员反映显示，渝武高速进城方向
龙凤溪大桥至北碚隧道、礼嘉至北环段车流量
较大，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相对较多。“在这两
个路段，除了设置常规的交通警示语外，我们

想到尝试创作一些诙谐的交通警示语，希望通
过幽默的语言，让驾驶员将交通法律法规牢记
在心，安全文明出行。”

针对随意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重庆交通
执法高速一支队四大队一共创作了3条创意
交通警示语，设置在渝武高速进城方向龙凤溪
大桥至北碚隧道、礼嘉至北环两个路段。

“这些交通警示语设置一周时间来，我们
接到一些驾驶员反馈表示不错，上述两个路段
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也有所下降。”该负责人
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瀚祥 摄影
报道

昨天上午，南岸区南山公园路，一辆奔驰轿车
径直撞上路中心的树，导致车头凹陷严重，前排安
全气囊全部弹开。民警调查发现，事故竟是因为

“宝妈”开车时分心照顾娃儿造成的，所幸没有人
员受伤。

昨天上午9时10分左右，南岸区交巡警支队
南山大队接到市民李女士的报警称，在南山公园
路植物园附近一处转弯，自己驾车撞上路中大树，
车辆受损严重。南山大队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只
见一辆黑色奔驰牌车身压过黄实线，车头撞上路
中大树损毁严重，前排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所幸驾
驶员李女士和车后排座的两名男童没有受伤。

李女士介绍，早上自己开车送两个孩子去幼
儿园，在经过植物园一处转弯时，为了避让路边一
辆停放的车，就往左打方向，这时候坐在后排的两
个孩子突然“玩性大起”，调节车窗升降按钮，因为
担心孩子安全，自己回头制止。“当时只是下意识想
管教孩子不要做出危险举动，哪晓得由于自己分心
驾驶发生了事故……”李女士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目前，事故车辆已经拖移，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民警提醒司机：儿童乘车要使用安全座椅，切

勿坐在副驾驶。驾驶员在开车前一定要注意按下
儿童锁和四门电动窗户锁止键，避免儿童因玩闹
误开车门或车窗发生意外。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微信散布“吃樱桃感染H7N9病毒”
合川男子被警方行政拘留8日

酒后接孙子放学 爷爷醉倒在学校门口

哥不是鄙视你，是鄙视走应急车道的你……
诙谐警示语 提醒司机莫走应急车道

“宝妈”边开车边照顾娃儿
回头瞬间撞上路中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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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启迪协信?星麓原业主：

由重庆远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启迪
协信?星麓原项目N11-2/02号地块，现设计修改，地下
车库风机房调整：1、由D-7#楼负一层东南侧调整到D-
8#楼负一层东北侧。2、由D-9#楼负一层东南侧调整到
D-10#楼负一层东北侧。3、由D-13#楼负一层东南侧
调整到D-14#楼负一层东北侧。4、由D-15#楼负一层
东南侧调整到D-16#楼负一层东北侧。5、由D-19#楼
负一层东南侧调整到D-20#楼负一层东北侧。配电房
面积调整：调整D-25#楼负一层东边B2#公用配电所面
积，增加22㎡。现对此处修改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为
2019年4月19日-2019年4月24日。现向小区业主进
行公示并征求意见，若你们对上述情况有意见和建议，
请注明身份（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和邮
寄地址，在2019年4月23日前将书面意见、购房合同等
证明涉及其利害关系的材料邮寄或直接提交至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巴南区分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同意
或自动放弃权利。
公示时间：2019年4月19日-2019年4月24日
公示地点：重庆晨报。联系人：陈航。联系电话：66227072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巴南区分局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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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3163856

张帆遗失市政府办公厅工作证，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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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好口碑,不忘初心
五一节优秀男免费

公 告
我司渝BF7059、渝B6128挂、渝B5978挂以

上车辆脱保、脱审多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见公告
3日内到我司完善相关手续，逾期将向有关部门申
请注销，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由挂靠经营者
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重庆岚枫货运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三助式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注册号500106007837589）股东大
会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4月25日董平陈鑫购买奥林匹克花园六期39-2房屋，收据号0040935

（200000.00元）0075353（5880592.00元）收据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长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
107065697179B,遗失正常开具未作废增
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1份，代码
050001800105票号05997265，特此声明

关于重庆名流印象二、三号
地块商业的交房通知

尊敬的重庆名流印象二、三号地块商业业主：
您所购买的重庆名流印象二号地块（北碚

区蔡家岗镇同荣路430号——464号），三号地
块（北碚区蔡家岗镇同荣路201号——同荣路
257号、北碚区蔡家岗镇蔡达路140号——蔡
达路196号）经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已具备
交房条件，现特向您进行交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19年04月29日——04月30日
集中交付时间：每天09:00-17:00
集中交付地点：重庆市北碚区蔡家岗镇同荣路

233号名流印象三号地块大门
旁营销中心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往办理。
详询：023-88022888

重庆名流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04月25日

沙坪坝区井口镇富翰酒楼（账号：310002450
9024832188，）遗失工行重庆双碑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26174601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
区分公司2018年08月15日开具给南京信达雅物联
科技有限公司收据（业务保证金）凭证，编号：
00001610，金额50000元整。声明丢失、原件作废。

主城中心好房出售
渝中区大坪恒大名都一楼

150平米洋房出售
优势：高端社区，小区环境优雅，居民
素质高，可商住两用。周边优秀教育
资源众多，治安环境非常好，出入交
通便利，业主自己出售，价格合理。
电话：15923296190陈老师

13368384998唐老师

房屋租售

重庆宝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国内合同
0107266、0107276、0107280、0107281、011
2831、0117106、0117113、0117127；出境合
同0027908、0031432、0031435、0031437；
一日游合同0019969、0019972；收据编号15
0285-150310、150311-130335，声明作废。 袁飞遗失重庆恒大基宇置业有限公司，巴南区

恒大城附4号1-6号商铺租赁保证金收据，收
据号 A0000491，金额24480元，声明作废。

遗失王梓涵《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334599，声明作废
于凤刚遗失残疾证37283219750315791843声明作废
江北区朗瑞日用经营部50010719671

117041601遗失发票领购簿，声明作废

黄永红512323197209115832遗失出租车CNG证，作废

个体户牟晓兰遗失增值税普票，税号925
00000MA5YPGAN9J，票号01930762、
320181025000027376,声明作废

田其芬遗失重庆巨能建设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医
院医药费专用收据004296533，金额20373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公司因故解散，请债权人、债务人持有
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天内来我公司清算债
权、债务。公司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后将向工商部
门办理注销登记，逾期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重庆汉瞻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500902000015170） 认尸公告

2019年4月23日在涪陵区碎米碛
长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30-
40岁，穿红白相间条纹长袖衬衣、蓝色牛
仔裤、黑色休闲鞋，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
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更正公告：4月18号第11版及4月20日第
6版重庆晨报的遗失声明中《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简易程序）》的编号错误，现更正为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
队六大队不慎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简
易程序）》（No：5127301—5127325）遗失，
现声明作废。2019年4月24日

遗失深圳市小牛普惠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重庆渝中区
分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 的个人印鉴章壹枚，声明作废。
纳税人蒋翠英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510227196005094500，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沙坪坝区
环境卫生管理处团支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陈炜遗失客货运输从业资格证书5001070010102015831作废

公路旁诙谐
的交通警示语。

提
醒

事发现场事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