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 要 注 意 的
是，腰疼经过诊断
治疗以后，如果医
生觉得你需要做康
复锻炼，那么最后
我们可能还需要去
康复科。康复科医
生会根据你的腰疼
情况、身体各方面
条件等等，指导你
的日常生活及康复
锻炼的方式，协助
你进行循序渐进的
康复锻炼，让你的
腰疼不再复发。

知多D

招租公告
中海石油南海西部（海南）有限公司对

位于海口市金垦路9号海口大院内有公寓
楼（房屋）及公寓楼前四周栏杆圈定的场
地进行招租。现将招租公告如下：

一、租赁面积：公寓楼面积：13501.32㎡，场地面积：1435㎡。
二、出租用途限制：禁止承租方用于

经营洗浴、娱乐、游戏、网吧等。
三、租赁期限：共壹年，自2022年8月

18日至2023年8月17日止。租赁期限届
满后，若双方无异议，则自动延续一年，以
此类推，最多不超过5年。

四、合同解除：如因政府规划或出租
方开发利用需要，出租方提前6个月通知
承租方后无条件终止租赁合同，双方互不
承担责任。

五、租赁押金：不低于月租金的2倍。
六、招租文件领取：
招租文件领取：从2022年6月25日

开始至2022年7月5日止，可联系招租人
涂延聪，联系电话：0898- 66723902/
13620438129，邮箱：tuyc@cnooc.com.
cn。通过邮箱领取电子招租文件或到海
口市华信路4号海油大厦9楼经营部领取
纸质招租文件。

七、现场勘查与承租报价文件提交：
现 场 勘 查 联 系 人 ：刘 光 新/

13005001347。
承租报价文件递交：2022年7月5日

前，将承租报价文件密封后提交到海口市
华信路4号海油大厦9楼涂延聪处。

中海石油南海西部（海南）有限公司

招租公告

遗失声明
宋雪峰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证书（二级渔业），证件

号：3209241971102281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琼海潭门福田礼记冷饮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69002MA5RQ1XG6U，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叶 秀 山 遗 失 助 理 医 师 执 业 证 ，证 号 ：

2104600270001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淑金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类别：

建 筑 起 重 机 械 司 机（施 工 升 降 机），证 号 ：琼
A0420200001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姜英民遗失黑龙江省双鸭山宝清县馨悦家园

九号楼一单元301房购房票据，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业务

员执业证：刘小梦00001846000000002019016794，李叙霖
020001460000800020160259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乐东佛罗鑫食奶茶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编号: JY246902720548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东遗失海洋渔业职务船证书（二级渔业），证件

号：320924197504178176，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填海
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相关法规要求，现将《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
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进行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
在海南洋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填海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

制期间，优化了项目的工程方案，缩小了项目填海的填海规模，并对防波堤长
度进行了缩减，减小了项目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具体优化方案为：1，项
目填海面积由第一次信息公示阶段的93.2673hm2，缩小为89.4724hm2；2，防
波堤长度由第一次信息公示阶段的717m，缩小为622m。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见：https://pan.baidu.com/s/
16k-F_Cy4FWMs0O562gAbDg 提取码: g7id。

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的方式和途径：可到建设单位
办公地址查阅。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http://hnhs.coscoshipping.com/art/2022/6/22/art_

16210_272871.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

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建设单位：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59号港航大厦
联系人：郭工，电话：0898-68631390，邮箱：1027578138@qq.com
评价单位：浙江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未来科技城向往街199号3号楼
联系人：刘工
电话：18611092573
邮箱：522515378@qq.com

海南港航国际港务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公 示
新功能原料-高附加值“无菌源健美肽150”的
研制与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新功能原料-高附加值“无菌源健美肽150”的研制与产
业化项目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振洲路与创意路
交汇深海科技城综合服务中心科研独栋办公楼A2栋。项目
建成投产后，成品规模为小容量注射剂10万瓶/年。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https://www.eiacloud.
com/gs/detail/1?id=20627mKDvn”。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
信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位。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崖
州湾科技城用友产业园一号楼四楼494-7号，联系方式：高
总，18515861118，2631526365@qq.com。

妍诗美社（海南）医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海南深琼实业开发公司、海南省南部农业综合开发
公司、海南盛隆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华夏南部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李胜南：

我司将享有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
海南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项下对海南深琼实业
开发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公
司。同时也将海南省南部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海南
盛隆农业有限公司、海南华夏南部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公司、李胜南为海南深琼实业开发公司的上述债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从权利一并转让给海南（重
庆）经济开发总公司。自登报之日起，我司即履行了
债权转让的通知义务，上述主债权及相关的从权利
转让给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

特此公告
海南健飞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公 告

债权登记公告
各供应商、劳务提供者、机械施工人：

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驻马店市水利工程局）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中标澄迈县 2014年度小
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施工标）
（三标段）工程，现已完工。本着对债权
人负责的态度，我司拟对该项目存量债
务进行摸底，现需对相关债权情况进行
统一登记核实，为顺利推进该项工作，现
公告如下：

一、请各债权人如实向我司登记债
权情况

1、登记范围：上述工程项目发生的
未清偿的债权。

2、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22年07月29日止。
3、登记地点：驻马店市乐山路与泰山路
交汇处水利局 11楼财务科，联系人及
电话：李威 15138103283

4、登记凭据：（1）自然人身份证、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2）有效的债权凭
据；（3）相关合同及手续。

5、登记人及手机号码：黄腾晖
18089856000

二、债权登记完成后，我司将向各债
权人通告债务清理方案，没有前来登记
债权造成损失的，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驻马店市黄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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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平衡能力
与健康状况存在关联

据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科研团队近日在
《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的
研究发现中老年人的平衡能力与健康状况
存在关联，应当将平衡测试增加到中老年人
的常规健康检查项目中。

研究团队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旨在
评估身体锻炼情况、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同
患病和死亡之间联系的长期健康研究。
2009年2月至2020年12月间，这一健康研
究对1702名51岁至75岁的参与者进行了
身体健康状况评估，测量了他们的体重、腰
围尺寸等身体数据，还记录了他们在无外力
支撑下单腿站立10秒的能力。

研究显示，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参与者未
能通过平衡测试，而且通过率随年龄增长而
递减，71岁至75岁年龄段的参与者无法通
过平衡能力测试的可能性是51岁至55岁年
龄段的11倍。随访期间，有123名参与者
去世，多数人的死因是癌症或心血管疾病，
而其中未通过平衡能力测试的参与者的死
亡比例，明显高于通过测试的参与者。

研究还发现，一般情况下，未能通过平
衡能力测试的参与者也更容易患上肥胖症、
心脏病和高血压等疾病，患Ⅱ型糖尿病的可
能性是通过平衡能力测试参与者的3倍。

不同病因，患者挂这五个科室
骨科 如果你是突然一下摔倒了或是扭伤，引起了

腰部的急性疼痛，这种情况确实要看骨科，需要检查有
没有骨折，有没有肌肉拉伤等情况。

脊柱外科 如果你的腰疼伴有下肢的放射性疼痛，
一直到大腿、小腿、甚至脚踝脚趾，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椎间盘压迫坐骨神经的问题，需要看脊柱外科。

肾内科或泌尿科 如果你腰疼的时候伴有会阴部
的放射性疼痛，尿的颜色也会有变化，那就需要看看是
不是肾脏或是输尿管膀胱有问题。

皮肤科 如果你腰疼的感觉像放电一样、嗖嗖的疼
痛，那就需要看看皮肤有没有小疹子；如果有，那可能
就是腰部长带状疱疹了，需要看皮肤科。

疼痛科 那么腰疼到底什么时候看疼痛科呢？有
腰痛直接去看疼痛科，区分上面所说的各种情况再去
相应科室也可以。或者腰疼在别的科室找医生看了以
后，病因明确了，比如是慢性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神
经痛，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就诊疼痛科。因为疼痛科的
精确靶点治疗微创而高效、副作用也更小，可以帮助你
更快解决腰疼问题，这个时候就诊疼痛科是没有错的。

腰疼难忍
医生让病人

看皮肤科
腰疼去医院就

诊一定是挂骨科的
号吗？未见得。今
天医生就来教大家
根据腰疼的不同情
况，选择就医科室。

北青

起因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岳剑宁医生告诉记者，前

几天出门诊碰到一个病人，说自己腰痛一个多星期了，像
电击一样，痛得受不了，贴膏药也不好使，吃止痛药也不
缓解。医生检查了一下，让病人去看皮肤科。病人非常
吃惊：皮肤科也看腰痛吗？经医生解释才明白，病人得了
带状疱疹，正好长在腰上，所以要去看皮肤科。

消暑清热
推荐3个
调理方

南方夏季骄阳似火，雨
水又多，暑多夹湿，稍不注
意的话就容易令脾胃受损，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
院药学部主任中药师李丽
明提醒，夏季调理以清热清
暑，祛湿健脾为主。在这里
特别推荐3条夏至节气调
理汤方，市民朋友可以按需
取用。

陈皮绿豆糖水
材料：绿豆250克，广

陈皮1/3片，冰糖适量。
做法：将泡好的绿豆和

陈皮（洗净，稍泡软，刮去内
瓤）放入锅中，加入水；大火
煮开后转中小火煮2小时
左右，煮至绿豆起沙，加入
冰糖。

功效：绿豆清热解毒、
消暑利水，陈皮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豆类与陈皮搭配
可消滞理气；冰糖补中和
胃，润肺止咳。

生脉饮
材料：西洋参5克、麦

冬10克、五味子10克。
做法：以上材料浸泡后

煮30分钟，代茶饮。
功效：益气生津，敛阴

止汗。用于气阴两虚证，如
肢体倦怠、气短声低、汗多
懒言、干咳少痰、暑热伤津
的口干咽燥。

冬瓜陈皮水鸭汤
材料：鸭半只（约 600

克）、冬瓜1000克、广陈皮
1/3片、芡实20克、薏米30
克、姜少许

做法：陈皮洗净，稍泡
软，刮去内瓤（内果皮）；芡
实和薏米洗净；鸭洗净，斩
件，汆水捞起；冬瓜洗净，连
皮带仁切块；煮沸清水，放
入所有材料，大火煮20分
钟，转小火煲一个半小时，
下盐调味即可饮用。

功效：消暑健脾 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