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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重庆顺发安全玻璃制造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0011
32005208) 一枚，声明作废
●杨杭州遗失重庆南唐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定金收据，票号210164156，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胡涵严遗失学生证,
学 号 20190301090677 声 明 作 废 。
●唐建国遗失重庆建玛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500－1号铺位保证金收据，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唐建国

工业废料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于2021年9月21日上午

10:00 时对委托人在 2021 年第四季度
（2021年9月21日至2021年12月20日）
期间所产生3种生产废料在中拍网（http:
//pm.caa123.org.cn）以网络竞价方式对其
废料单价进行公开拍卖，有意竞买者请进入
我公司网站(https://www.cqbcpm.com)
或来公司了解标的详情并索取资料。
公司地址：重庆市渝中区北区路10号17-2号
联系电话：13996175557 63513813 徐先生 李女士

重庆博诚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催款公告
徐俊（51022119721030****）于2013年9月3
日、7日、10日，11月1日、27日，2014年2月
25日(重庆市长寿区长葛精洗煤有限公司做担
保)六次向我借款均逾期未还。请你及担保人
在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日内归还借款本息。

催款人:谭佑林 2021年9月15日

催款公告
卢伟（51230119701114****），你于2011年 8月 26
日向重庆林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
（壹仟万元），逾期未还。2015年6月14日我于重庆
林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受让了上述债权，现再次通知
你在本通知登报之日起3日内直接向我履行你与重
庆林川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的所有义务。

催款人：谭书权 2021年9月15日

催款公告
沙莉（51230119621016****）于2015年1月1
日向我借款4088500元，中信实业（重庆）有限
公司及吴志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借款人及
担保人至今均未还款，请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
在本公告登报后3日内归还本人借款本息。

催款人：冉龙源 2021年9月15日

催款公告
卢猛（51023019650928****）你于 2014
年9月30日同意刘兴祥将对你享有的债
权本金260万元及利息30万元转让给本
人，逾期未还。请你在本公告登报后3日
内将借款本息偿还给本人。

债权人：江丽 2021年9月15日
●重庆求实图书发行公司（注册号：20282045）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公 章 壹 枚 ，声 明 作 废
● 中共四川省委第二党校求实书店（注册号：
90283177）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 沈承福遗失残疾证(编号 51022219701114591X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姓名：彭远超，专职律师于北京市
东卫（重庆）律师事务所，本人不慎遗失律师执
业证，证号：15001201510401404，特此声明作废。

市场容错能力越来越低

盘面上，两市个股普遍下跌，近期持
续大涨的钢铁、有色、煤炭等板块大幅回
落，金融、地产大跌靠前。资金多数流向
锂电池概念，中国宝安等10余股涨停，
宁德时代涨超5%；工业母机概念午后走
强，华东数控等股涨停；鸿蒙、有机硅、新
能源车等概念活跃；石油板块冲高回落，
盘中曾涨8.7%的中国石油收涨3.8%。

投顾杨加前指出，昨日市场的主题在
锂电池、华为概念，随着锂价继续上行，投
资者应关注后市三个重要时间点，一是昨
日第二次锂精矿拍卖，二是10月18日无
锡盘交割日，三是12月开启明年春节备
库。昨日锂电池概念其实涨得更多还是
属于产业链偏于中游的个股，因此下午开
盘锂电池和光伏个股出现一波获利盘兑
现，盘中日内走出一波跳水走势，锂电池
个股从上午高点回撤了3%-4%左右，多
只个股炸板，可见市场容错能力变得越来
越低，也就是说主题的轮动越来越快。

从近期的走势看，题材已经成为A
股盘面的最强多头。重庆国元证券投顾
团队分析指出，从最近题材热点看，无非
就是工业母机、国资云、北交所、元宇宙，
加上老的华为鸿蒙和储能、锂电池、新能
源等 8 大题材间轮动。元宇宙前天动
了，华为鸿蒙昨天早上动了，工业母机下
午动了，国资云动了，北交所也跟着动
了，核心股都在跟着轮转。题材股强势
肯定会带动科创板和创业板指数上涨。
最典型的就是三大题材股，科技板块、新

能源汽车、医药板块，这三大板块潜伏很
多创蓝筹股，尤其是科技板块力量，一旦
创蓝筹股上涨，必然会带动指数大涨。
这种结构性行情，投资者在摸清楚题材
轮动的节奏后，对于后市的把握非常有
好处。

连续拉升品种注意获利了结

昨日A股出现震荡分化走势，各指
数强弱出现明显切换，市场 1400 只上
涨，2950 只个股下跌。沪指反弹遇阻，
失守3700点，跌幅超1%，创业板指在完
成一次探底后迎来久违的上涨。

主板与创业板为何严重分化呢？重
庆国元证券投顾团队分析指出，昨日A
股风格已经转为题材股行情，主板低估
值蓝筹股走跌。最典型的是上证指数受
到各大权重板块走跌拖累，必然会造成
上证指数走跌。反之创业板蓝筹股走
高，必然会带动创业板指数上涨。所以
蓝筹股进入全面分化，才会造成上证指
数跌、创业板指数上涨的局面。

造成主板走势惨淡还有个原因，就

是周期股和金融板块的弱
势表现。华龙证券重庆新
华路营业部投顾赵海宏指
出，昨日市场出现明显大幅调整，其主要
原因在于近期涨幅较好的资源类品种在
盘中出现大幅震荡所致。同时在前期扮
演救火队员的大金融板块也与大盘形成
趋同走势，使得整个指数层面显得孤立无
援。再从个股层面观察，虽说新能源龙头
及芯片半导体龙头盘中出现异动拉升，但
伴随市场深入调整，它们短线走强也成为
昙花一现。

为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场上
儿童面霜质量状况、指导消费者科学合
理选择儿童面霜，重庆市消委会、四川省
消委联合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儿童面
霜开展了比较试验工作。昨日，14款儿
童面霜比较试验报告出炉。

如何选购儿童面霜？重庆市消委会、
四川省消委提醒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儿
童面霜时注意“一辨二看三查四测五防”。

1.辨别“妆字号”与“消字号”。“妆字
号”是指国产化妆品生产企业经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许可后获得的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在产品包装上通常标注“化妆品生
产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如“渝妆
2021××××”。“消字号”是指外用卫生
消毒用品经卫生部门批准后获得的许可
证标号，在产品包装上通常标注“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号”，如“（渝）卫消证字
（2021）第××××号”。“妆字号”产品是
指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施用

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
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
学工业产品，包括洁面乳、爽肤水、面霜、
精华液、面膜、粉底、口红、眼影等。“消字
号”产品只能用于外用消毒杀菌，起到杀
灭和消除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包括湿纸
巾、洗手消毒液等。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消字号”儿童面霜，大多宣传针对儿童
湿疹等皮肤问题，因其见效较快，受到一
些宝妈消费者的喜爱。但是，根据国家
相关规定，“消字号”产品不是药品，不具
备调节人体生理功能的效果，不能明示
或暗示对疾病有治疗作用。如果儿童患
有湿疹等皮肤疾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药物治疗。因此，建议消费者购买
儿童面霜时选择“妆字号”产品，产品外
包装上标注有“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字样
的儿童面霜即为“妆字号”产品。

2.看清产品成分。儿童皮肤的厚度
仅为成年人的五分之一，皮肤的角质层
结构较松，皮肤角质层防止有害物质入
侵的屏障尚未完全形成。因此，儿童面

霜的成分应比成年人的更温和、安全、无
刺激性。简而言之，儿童面霜的成分越
简单越好。建议消费者购买儿童面霜时
选择成分简单，不含香料、酒精和着色剂
的产品；尽量选择有一定安全使用历史
的化妆品原料，不建议购买采用基因技
术、纳米技术生产的化妆品原料的儿童
面霜。如果消费者拟通过跨境电商平台
购买无中文标识的境外儿童面霜，建议
先查看电商平台上的商品详情或咨询平
台客服人员了解产品成分等详细信息。

3.查询备案信息。建议消费者在信誉较
好的商超或电商平台上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
儿童面霜。购买前可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化妆品监管”APP查询拟购买儿童面霜的
备案信息。如果发现产品没有备案信息（通
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的境外儿童面霜除外），
建议不要购买并拨打12315进行举报。

4.测试是否有过敏反应。由于儿童个
体皮肤存在差异，在第一次使用儿童面霜或
更换不同品牌的产品之前，可以先做皮肤过
敏测试，观察儿童对产品是否存在过敏反
应。建议消费者在儿童前臂内侧的中下部
涂抹少量产品，24小时后观察涂抹部位的
皮肤有无红肿、瘙痒、灼热等异常现象。

5.防止产品使用不当。建议消费者
根据儿童个体皮肤的干燥状况，结合不
同的季节、环境等情况，选择不同保湿程
度的儿童面霜。消费者应将产品放置在
儿童不易触及的地方保存，防止儿童误
食。应妥善保存产品，并经常检查产品
是否在有效期内、是否由于密闭不当导
致产品被污染等。若在使用儿童面霜后
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注意观察；
如症状未改善，建议及时就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小汽车已经
走进千家万户，几乎成了每个家庭的标
配。我们的爱车加的油从哪里来？产品
质量如何把关？相信大家都曾经有过这
样的疑问。昨日，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江北区
成品油油库负责人、江北区加油站负责
人共50余人，在重庆中石化渝辉油料有
限公司开展江北区 2021 年“质量开放
日”活动。

据了解，江北区辖区现有车用成品
油库9家，重庆主城区各中石化加油站、
中石油加油站、龙禹加油站以及部分社
会加油站销售的车用成品油，70%都来
自于这9家油库。

根据江北区“质量月”活动安排，此
次活动旨在结合江北区油库成品油专项
质量提升行动，为进一步加强辖区成品
油产品质量控制，推广应用科学质量管
理方法。

活动中，来访人员参观了重庆中石
化渝辉油料有限公司唐家沱油库中心实
验室，观摩化验员操作成品油检验，了解
成品油进出油库的质量检验技术要求。
同时，参观了重庆中石化渝辉油料有限
公司唐家沱油库中央控制中心，现场观
看从成品油来货进库到销售出库的远程
智慧控制操作流程。此外，各油库及加
油站负责人参加了质量管理经验交流座
谈会，中石化渝辉油料有限公司作成品
油进货验收质量管理经验交流发言。其
余负责人就如何加强成品油进货验收及
现场质量管理，提高从业人员质量意识，
提高成品油质量展开了讨论。

儿童面霜如何选购 请记住这5个步骤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质量开放日”
带你看成品油如何把好质量关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昨日，沪指早盘窄幅震荡，午后大幅跳水，盘中跌幅超1.5%失守
3700点；深成指亦回落走低，创业板指早盘一度大涨超2.5%，午后涨
幅明显收窄。截至收盘，沪指跌1.42%报3662.6点，深成指跌0.54%
报 14626.08 点，创业板指涨 1.32%报 3236.55 点。两市合计成交
15132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出41.28亿元。申万宏源证券重庆小新街
营业部投顾杨加前表示，A股持续震荡意味着市场分歧严重，且尚未
形成新的主线，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对于短期持续大涨的周期股注
意不要追高，对于高位回调的成长股可适当布局。

华龙证券重庆新华路营业部投顾赵
海宏指出，从技术面观察，短线的获利回
吐，可以定义为一次良性的调整，投资者
不要过于担心。不过，伴随着市场核心
赛道的不断拥挤与风险偏好的逐步降
低，建议对于一些近期出现连续拉升的
品种要及时做好获利了结。同时，在操
作中需要多一些耐心，等待市场风向形
成之后再操作。

连续拉升品种
要及时获利了结

9 月 14 日，沪深主板午后惊现
放量跳水行情，但创业板市场却逆
势而上，不仅多个新经济题材走强，
甚至连ST股也在“ST天山”再度拉
出20%涨停的带领下多数走红。

当日，*ST金刚从开盘到 13点
23分几乎都是在周一收盘价1.95元
下方运行。不过从13点24分起，正
是各大指数疯狂跳水之际，*ST金刚
却突然遭到接连不断的大买单扫
货，短短19分钟就狂飙了17.95%高
见2.30元。此后受大市不佳影响虽
有 回 落 ，但 终 盘 涨 幅 依 然 高 达
11.79%，为4个月单日涨幅最大，报
收于2.18元——有点意思的是，*ST
金刚周一收盘价是 1.95 元，为创业
板唯一一家小于2元的股票。不过
周二猛涨后，该股股价超越了*ST嘉
信、ST安控、*ST数知，位居创业板
倒数第4名——这意味着，创业板不
经意中又消灭了1元股。

“我们认为掘金创业板低价股
正逢其时。”海通证券高级投顾张
亮认为，“ST 天山拉出 20%涨停以
及*ST 金刚大涨消灭 1 元股，再次
表明创业板低价股存在着强大的
做多动能，只是游资们为了避免去
年此时集体拉动创业板低价股招
来政策调控的风险，而选择了游击
战术。”

焦点

“天山牛魔王”20%涨停
创业板再度消灭1元股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