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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将

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公司
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人
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
重庆皋隽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股权转让通知
经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拟

将合计持有的本公司100%股权进行转让。根据
《公司法》规定，请涉及本公司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持有关证明材料
前往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人:朱斌 电话:138832952214
重庆勤恳商贸有限公司2021年1月26日

◆重庆希诺公共关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遗失2016年12月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91500103094942874N声明作废◆云阳县宜居房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北城店遗失2019年5月
1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91500235MA60CUBPXE声明作废◆沙坪坝区李生勇农副产品经营部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正副本，编号JY15001060086255声明作废◆遗失肖思语女2018年6月5日出生证R500393419作废◆重庆远奥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公章
遗失编码：5001052009783声明作废◆遗失四川美术学院杨雅澜学生证2017211309声明作废。◆父亲：李建，母亲：任美玲遗失儿子李宇轩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R510842920，声明作废。◆蒋华菊遗失重庆市渝中区春森路6号
10-3公房租约证，编号2567，声明作废。◆单华为（身份证号码：510111197411154693）遗
失重庆市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编号：2002082作废◆遗失石春燕、唐顺之子唐诗杭2015.1.9在九龙坡区第
一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94731作废◆重庆市铜梁区南城街道旺龙幼儿园公章遗失作废◆王瑞明遗失身份证510223195301168332声明作废。◆遗失曾祯从业资格证，号码500109198506280423，
及驾驶证，号码500109198506280423，声明作废◆遗失段瑾玲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3502197-1作废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人陈昌福2021年2月15日不慎遗失第二代
身份证，身份证号码510211194310093117，
自遗失之日起，任何以此身份证作身份证明或
抵押、签署的具有法律效力之文件等均非本人
授意或签署，若非本人持证，由此引起的一切
法律责任，本人一概不予承担负责，特此声明。

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混凝土外加剂生产项目(征
求意见稿)》报告书全文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
http://old.cqtn.gov.cn/www/tngyy/xwzx/
news/2021-2/670_102341.shtml，纸质报告书存
放于建设单位办公室。建设单位地址南岸区南坪东
路 581 号 1 栋 24-7，联系人万老师，电话 023-
62791230，邮箱626372624@qq.com。真诚征求关
心本项目建设的个人、专家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
意见，征求意见起止日期为2021年2月7日至2021
年2月20日。 公告人:重庆坤汇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公 告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
召开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采购项目二次公开比选
会，经综合评比，确定重庆汇合堂药业有限公司为
该项目第一候选单位。在三日内如有异议与我司
监事办联系，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逾期不受理。

联系人：陈老师 电话：65450776
地 址：渝中区虎头岩总部城

CGV影城重庆观音桥店
停止经营公告

由于影城产权进行变更，2021年
2月28日起停止经营。
联系方式：15683352802（09:00-18:00）

希界维（重庆）影城有限公司
江北第一分公司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财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RWQM8G)股
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苟维军遗失重庆永川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票据4张，票据号：00000870 金额：10000
元票据号：00000871 金额：5000元票据号：
00000872 金额：5000元票据号：00000875
金额：11140.16元 已遗失，特此声明。

现有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中心支公司银保通重空有价单证遗失，号段：1010011605631488；1010011605644728；
1010011605715848；1010011605716788；1010011605796768；1010011605800508；1010011605805718；1010011605805738；
1010011605805998；1010011605812908；1010011606633568；1010011606638028；1010011606639348；1010011606643928；
1010011606646198；1010011606649458；1010011606651778；1010011606720838；1010011606720948；1010011606722748；
1010011606731228；1010011606731498；1010011606787648；1010011606799248- 1010011606799268 3 份 ；
1010011609587178； 1010011609588298； 1010011609589728； 1010011609590848； 1010011609595388-
1010011609595408 3份；1010011609596058-1010011609596108 6份；1010011609597378；1010011609634098；
1010011609636658- 1010011609636848 20 份；1010011609639688；1010011609639768；1010011609640798；
1010011609640818；1010011609643058；1010011609656518- 1010011609657408 70 份 ；1010011609677068；
1010011609683858-1010011609683908 6份；1010011609684538。共计144份，声明作废。
现有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中心支公司银保通重空有价单证遗失，号段：1010011605646158-1010011605646208；
1010011605646808；1010011605647018-1010011605647108；1010011605647858-1010011605647908；1010011605648168-
1010011605648208；1010011605655068- 1010011605655158；1010011605732908；1010011605736038；1010011605738948；
1010011605746068；1010011605746138；1010011605751848；1010011605754378- 1010011605754388；1010011605765298；
1010011605766588；1010011605770338；1010011605772418；1010011605774688；1010011605776978；1010011605818188；
1010011605828358；1010011605841598；1010011605844828；1010011605860448；1010011605861008；1010011605897888-
1010011605898158；1010011605898978-1010011605899008；1010011605899088-1010011605899108；1010011605899138-
1010011605899258；1010011609695848-1010011609695858；1010011609696048-1010011609696068；1010011609696108-
1010011609696308；1010011609698378-1010011609698508；1010011618947018-1010011618947608；1010011618947918-
1010011618948108；1010011618949018- 1010011618949308；1010011605634748；1010011605653888；1010011605740468；
1010011605751198；1010011605759038；1010011605760918；1010011605772458；1010011605772498；1010011605817738；
1010011605821298；1010011605821948；1010011605824068；1010011605829218；1010011605833928；1010011605838808；
1010011605841588；1010011605851488；1010011605857818；1010011605860478；1010011605860548；1010011605860618；
1010011605860688；1010011605860698；1010011605861228；1010011605861278；1010011605861468；1010011605862478；
1010011605862548；1010011605862698；1010011605862708；1010011605863838；1010011605864828；1010011605899028；
1010011618948138共计290份。声明作废

◆遗失朱雨桐（父亲：朱双强，母亲：刘露）的出
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28806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锦祥通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220
14501)、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2201450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丰恒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壹枚（编号：500226302564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悠哉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231100866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林术花卉苗木有限责任公司张兰法人章，声明作废◆重庆市大足区金龙水泥有限公司印章备案回执
遗失（编号：50022520150107001）声明作废。◆遗失北部新区星火餐馆税务登记证副本：渝
税字51031119740616001001号，声明作废。◆遗失全雪梅保险执业证00000550011300302020000316作废◆奉节县夜莺娱乐会所遗失2020-06-11核发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36MA5Y0QYX43声明作废◆遗失王小庆保险执业证02000250000080020180702288作废◆遗失向馨懿.女.2016-4-19出生证编号P500367241作废◆遗失袁嘉康.男.2020.4.4出生证编号U500048484作废◆遗失重庆润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
37058750)、财务专用章(编号5001137090164)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美丰特农资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1320
0639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132006395)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宜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42MA5U98JL72）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
注册资本从1000万元减少到10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2月18日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622PH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9183，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D424W2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1683，声明作废
重庆信而泰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车辆渝
A362TE的营运证，证号50010502167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常年青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MA61B8DW55）股东决定，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0万元。根据《公司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1年2月19日

现遗失钟民贵重庆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住院医药费专
用收据，发票号007791916，金额20354.82元，声明作废；
遗失钟明贵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医药费专用
收据，收据号000007223，金额1644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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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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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明佑物流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500109010649遗失补办◆遗失李莹莹之子兰鑫于2014年12月26日在重庆市江津
西城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050038210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石乳村2社7号郑东成房
产证，编号：301房权证2012字第193703号，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美斯丽涂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552033521Y）股东会研究决议，公司注
册资本由666万元减至1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本公司办理有关手续。特此公告。2021年2月19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易守华）
为积极响应“双城经济圈”建设，发挥川渝两地消委
会的职责优势，携手共建跨区域维权机制，日前，重
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
益委员会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川渝异地消费维权机
制的通知》。

借川渝两地成功建立消费维权机制的契机，2月
15日，2021年“为川渝高质量点赞”消费品（服务）点
赞展示活动也正式启动。

据本次活动的发起单位——重庆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秘书长谷丹介绍，举办本次活动的目的
是：更好地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营造安全放心消费
环境、加快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供给新动力、着力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成渝地区
成为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四川省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
的理念，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法律法规赋予的公益性职责，于2月
15日——3月15日期间，在川渝两地同时开
展“为川渝高质量点赞”消费品（服务）点赞展
示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有川渝两地共计
100个品牌参与。这100个品牌均是川渝
两地消委会层层推荐、遴选而来。接下来，
这些品牌也将接受消费者的重重“考

验”——川渝两地的消费者将通过上游
新闻和封面新闻，为其心中满意的消费
品（服务）品牌点赞。最终，评选出的30
个消费品（服务）品牌将成为行业典范，
在今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
动中集中亮相。

即日起，消费者点击上游新闻APP
的“活动”频道，就可进入“为川渝高质量
点赞”专题页面，了解参与本次活动的
100家品牌的详情及活动进展。

关于本次活动的更多消息，敬请关
注重庆晨报、“上游新闻”APP及“封面
新闻”APP。

啤酒、海鲜和剧烈运动都可能引起痛风
33岁的屈志是一名汽车销售顾问，平时工作

很忙，所以难得春节假期成了他走亲访友的聚会
时间。

“大年初五，几个老同学约在一起泡温泉。泡
完都是晚上8点了，就商量着回家路上再一起吃个
饭。”屈志没有开车，一顿羊肉汤锅吃完后，他总共
喝了两瓶啤酒。但就是这顿饭，却让他苦不堪言。

“你看看这右脚肿得，去医院检查之后，说我尿酸
高，这是急性痛风。”

和屈志一样，30岁的舒勇也患上了急性痛风。
“我以为不喝啤酒就没事了，哪想到就吃了两

口大虾也犯病了。”舒勇的痛风疼在左胳膊肘上，而
且已经一周没见好转。“度日如年呀，白天还好一
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

昨日，记者在走访主城区的医院时看到，来就
诊的痛风患者比较多。而除了进食了啤酒、海鲜、
肉汤等食物外，还有人因为锻炼而引起了痛风。

“春节吃得有点多，胖了3斤，就寻思这两天锻
炼一下。”家住南岸区回龙湾小区的黄大爷62岁
了，平时健身、游泳、跑步是他的“养生三件套”。“锻
炼之后，这个手指和脚趾的关节疼得不行，拎东西
都拿不住。去咨询了医生，说是不能剧烈运动，尿
酸高、痛风了。”

春节期间，平均日接诊量10到20个痛
风患者

“在短时间内大量摄入富含嘌呤的食物、酒，尿
酸可从血中析出形成尿酸盐晶体,在关节沉积并诱
发炎症反应，即为典型的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这几
天，到重庆北部宽仁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看痛风的
患者有些多，科室主任陈静教授从早上9点一直忙
到下午3点才有了喘口气的机会。“从大年初一就
陆续接诊痛风患者，平均日接诊量在10到20人左
右。往常每天最多也就六七名患者。”

陈静介绍称，痛风和糖尿病一样，是一种慢性
代谢综合征，应该长期随诊，定期复查。预防痛风，
最根本的就是防止高尿酸血症。

而针对痛风的治疗，分为急性期和间歇、慢性

期两种。
对于正处于急性期的患者，陈静建议，首先要

给予消炎止痛治疗，药物包括抗炎药、秋水仙碱及
糖皮质激素，同时冷敷疼痛关节并休息，尽量避免
活动。

对于间歇、慢性期，陈静建议，应选用降尿酸药
物治疗，把尿酸水平控制在350μmol/L以下。“长
期、稳定地控制血尿酸，减少高尿酸血症对身体的损
伤，才是治疗痛风的关键。期间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调整用药量，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等指标。”

根治痛风，现在还做不到
别嘌呤醇是降尿酸最常用的治疗，其具有致命

的不良影响但较为罕见。2015 年 7月，发表在
《Ann Rheum Dis.》的一篇对照研究调查了别
嘌呤醇对高尿酸血症人群和一般痛风人群死亡率
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别嘌呤醇使用与高尿酸血症
和痛风患者死亡风险适度降低相关。

“只要嘌呤不超标，就不会诱发痛风。目前国
内临床的治疗已经有患者多年不犯病了。”陈静主
任觉得，虽然患者多年没有犯病，但是不能说是根
治了。“国内的技术也是和国际接轨的，只要有好的
治疗指南都会被应用到临床上。”

所以陈静虽然支持有治愈痛风的可能，但她也
坦言，目前治疗痛风的特效药只有专门止痛的，而
除了减痛就只有降尿酸了。

除此之外，记者在走访重庆市绝大多数的三甲
医院发现，很多医院还没有专业固定的痛风诊室，
患者痛风发作了，会到内分泌科、风湿科、中西医结
合科或是肾科去医治。

“这是因为患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早期没有临
床症状，必须有一定诱发因素，才会突然发病。”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痛风实验室主任李长贵
拥有国内首个痛风实验室，也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
痛风遗传资源样本库。

但是，在李长贵看来，他也没有办法根治痛
风。“因为目前临床分为急性治疗和缓解期治疗两
种，急性以降尿酸止痛为主，而后还是靠饮食来调
节。所以医生要求痛风患者要经常运动注意饮食，
还需要经常检测尿酸含量。”

喝也成风 痛也成风
刚过完年，来医院看痛风的病人就翻倍了

炎炎夏季即将来临，而夏季也
是痛风的高发期。那么该如何预
防呢？专业医师给出了一份清单，
管住嘴迈开腿，痛风再也不会找上
你的。

●最好不吃的食物：
应避免食用肝脏和肾脏等动

物内脏、贝类、牡蛎和龙虾等带甲
壳的海产品及浓肉汤和肉汁等；

对于急性痛风发作、药物控制
不佳或慢性痛风石性关节炎的患
者，还应禁用含酒精饮料（啤酒、鸡
尾酒、红酒、白酒等）。

●应少吃的食物：
高嘌呤含量的动物性肉类，如

牛肉、羊肉、猪肉、鱼类等食品。
含较多果糖和蔗糖的食品（如

蜂蜜、果汁、甜饮料、甜点等），各种
含酒精饮料，尤其是啤酒和蒸馏酒
（白酒）。

●建议食用的食物：
脱脂或低脂乳类及其制品，每

日300ml；
蛋类，如鸡蛋每日1个；
足量的新鲜蔬菜，每日应达到

500g或更多；
鼓励摄入低GI的谷类食物，低

GI的谷类食物一般指基本未加工的
谷类如整粒的小麦、燕麦、荞麦等；

充足饮水，包括白开水、淡茶
水等，每日至少2000mL。

●体重管理：
超重或肥胖的患者应缓慢减

重，减重不宜过快，以免诱发痛风
的发生，达到并维持正常体重；

采用体质指数（BMI）判定体重
状况，其标准为：

消瘦：BMI
正常：18.5≤BMI
超重：24.0≤BMI
肥胖：BMI≥28.0kg/m2
BMI=体重（kg）/身高（m）/身

高（m）；
具体减肥措施请到营养科门

诊咨询。

●饮食习惯：
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进食

要定时定量或少食多餐，不要暴饮
暴食或一餐中进食大量肉类。少
用刺激性调味料如味精、鸡精、辣
椒、胡椒、芥末等。食用海产品、肉
类及高嘌呤植物性食物时，煮后弃
汤可减少嘌呤量。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
鸿瑞

目前，痛风已发展成为仅次于
糖尿病的第二大代谢性疾病。我
国约有1.2亿高尿酸血症患者，约
占总人口的10%。高尿酸血症患
者发生痛风的比例约为 5%至
18.8%，目前我国发病人群呈现年
轻化，甚至临床中发现有十多岁的
青少年。

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
相比于20年前，我国痛风的患病率
增长了20倍。在深圳，流行病调查

显示，痛风患病率是全国平均的3
倍，已成为痛风病的高发区。

痛风发病的男女比例，国际上
给出的数据是19:1。

痛风间歇期常见症状为烦躁
易怒（76%），小便黄赤（67%），疲
乏（54%），夜尿频多（54%），头昏
沉（49%），口 干（49%），腹 胀
（46% ），失 眠（46% ），腿 沉
（44%），四肢怕冷（43%），健忘
（43%）。

2月18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33岁
的屈志却没法上班了。“初五，和老同学一起泡温
泉，然后吃了一顿羊肉汤锅。然后这痛风就犯了，
走路都困难。”作为一种因嘌呤代谢障碍，使尿酸

累积而引起的疾病。春节期间的大餐，让痛风病呈现出高发的迹象。在主
城区的一些医院，来就诊的痛风患者排起长队。甚至有的医院从大年初一
就陆续接诊痛风患者，平均日接诊量在10人-20人。

那么痛风该如何治疗？能不能治好？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内
分泌科的医生，听听她怎么说。

我国痛风患病率20年增长20倍

预防

▲

这份清单送给你，痛风不再找上门

陈静医生介绍痛风病人的日常注意事项。

▲病人正在做检测。 上游新闻记者 钱波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