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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本报记者 唐诗

近日， 丰台工商分局联合区
商务委、 花乡政府召集玉泉营地
区各商品交易市场主办单位负责
人， 在右安门工商所召开规范商
品交易市场经营行为、 促进调整
疏解工作会议。 会上首先由右安
门所向各市场负责人传达了 《丰
台区商品交易市场疏解主体快速
退出机制》 和 《丰台区商品交易
市场疏解主体防回流机制》 文件
精神， 各市场主办单位签署并由
北京玉泉恒业建材市场作为代表
宣读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承诺
书》。 区商务委和花乡政府代表
分别介绍了目前丰台区市场疏解

基本情况。 丰台工商分局执法干
部强调了疏解工作的重要性与紧
迫性， 同时对各市场提出三点要
求： 一是要求各市场严禁接收被
疏解地区商户； 二是要求各疏解
市场及时督促、 办理两级执照的
变更和注销工作； 三是要求各市
场重视非公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
市场党支部作用 ， 以党建促疏
解， 以党建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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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规范玉泉营地区
市场经营行为专业会

中老年要警惕药物性肝损伤

解 放 军 第 302医 院 非 感 染
性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邹
正升表示， 非病毒性肝病是我
国目前常见的肝脏疾病之一，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其中的药物
性肝损伤，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已经上升为全球肝病死亡原因的
第五位。

“药物性肝损伤 ， 即DILI，
是指由各类处方或非处方的化学
药物、生物制剂、传统中药、天然
药、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及其代谢
产物乃至辅料等， 所诱发的肝损
伤。 药物性肝损伤的高发人群是
中老年人。” 邹正升表示。

随着我国社会和人口日趋老
龄化， 患病人数不断扩大， 用药
机会随之不断增多， 中老年人会
同时接受多种药物治疗， 药物的

联合使用容易出现药物间相互作
用。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肝脏的
药物代谢能力逐渐下降， 肝脏血
流 量 减 少 ， 使 得 药 物 在 肝 内
代 谢 速度减慢 ， 从而导致药物
在血液中停留的时间延长， 因此
增加了中老年人发生药物性肝损
伤的风险。

由于90%的药物需要在肝脏
中代谢， 所以肝脏这个 “化学加
工厂” 成为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的重要场所。 所以要重视和规范
药品的使用， 并且走出保健药物
无毒的误区。

“从我院近11年收治的药物
性肝损伤患者的年龄分布来看，
40~49岁年龄段为药物性肝损伤

的发病高峰， 40岁以上药物性肝
损伤患者占62.06%。 对于中老年
人， 我们建议在用药时应在医生
的指导下进行， 药物治疗期间定
期监测肝功能， 做到早发现、 早
治疗。 而对于本身存在慢性肝病
的患者， 其用药则更应慎重， 切
忌自行盲目服药或随意加大药物
剂量。” 邹正升表示。

非病毒性肝病有哪些？

非病毒性肝病除了包括药物
性肝损伤， 还包括脂肪肝、 中毒
性肝炎、 酒精性肝病等。

脂肪肝。 是由于肝细胞脂肪
代谢障碍， 导致脂肪在肝细胞内

堆积， 使肝细胞变性受损的一种
疾病。 肥胖者、 长期饮酒者、 喜
欢多吃肥甘厚味者多见。 一般来
说， 单纯肥胖或酒精性脂肪肝，
通过改善饮食结构、 减肥、 戒酒
等措施就可以治愈。

中毒性肝炎 。 一些化学毒
物， 如四氯化碳、 氯仿等对肝脏
有很强的毒性， 长期接触或超量
接触， 有可能引起肝脏发炎， 如
家具装修时， 大量接触含苯或甲
醛等有害物质。

酒精性肝病。 饮酒是日常生
活常见的现象， 但是长期、 过量
饮酒易导致酒精性肝炎发生。 酒
精(乙醇)在肝脏的解毒和转化，直
接损害肝细胞， 导致肝炎发生。

自身免疫性肝炎。 与自身免
疫反应异常有关的肝炎， 中老年
妇女好发。 如果肝功长期异常，
化验检查抗核抗体、 抗平滑肌抗
体等指标阳性， 可以确诊。

十字花科食物、 海藻类
等食物有益肝脏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器
官， 健康的肝脏可避免腹胀、 便
秘等麻烦， 同时也起着调节血糖
的重要作用。 那么， 食用哪些食
物易于肝脏保健呢？

十字花科蔬菜。 含有各种植
物营养素、 黄酮类化合物、 类胡
萝卜素、 萝卜硫素等， 能综合帮
助肝脏化解各类化学毒素和致癌
物。 常见的十字花科蔬菜有花椰
菜、 卷心菜、 白菜和白萝卜。

海藻类。 海带、 紫菜等海藻
类能帮助肝脏解毒， 防止人体吸
收镉等有毒重金属及其他环境毒
素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研究发
现， 褐藻所含的化合物能减少骨
骼对放射性粒子的吸收。

富含硫化物食物。 洋葱、 大
蒜、 葱等富含硫化物的蔬菜， 能
促进肝脏生产谷胱甘肽， 中和细
胞中的自由基， 起到解毒抗衰老
作用。

浆果。 蓝莓、 草莓等浆果富
含植物化学物质如花青素、 多酚
等， 具有强效抗氧化作用， 能帮
助肝脏保护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
和氧化应激反应的攻击。

此外， 肝脏最需要的还有好
的睡眠。 肝胆在晚上11点左右开
始进行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 将
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 每天喝足
1000—1500毫升水， 也能帮助肝
脏排毒， 大大减少代谢产物和毒
素对肝脏的损害； 要想使肝脏强
健， 还要学会控制情绪， 尽力做
到心平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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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记者从北京市
疾控中心了解到， 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 北京市全人
群的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
目前已经下降到 2.73% ，
25岁以下人群降至1%以
下， 急性乙肝发病率也呈
持续下降趋势， 连续两年
控制在了1/10万以下。 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欧美
国家的发病率相当。

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 非病毒性肝
病的危害也日益显现， 消
除非病毒性肝病带来的危
害日益急迫 。 记者了解
到， 北京市疾控中心目前
已经启动了全市11个区、
22个街乡居民肝脏健康状
况的调查活动， 其目的就
是要摸清全市居民肝脏健
康情况。

盲目服药
当心药物性肝损伤

公

告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休养服务部依据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
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 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北京市海淀区职工休养服务部

2017 年 7 月 31 日

公

告

李强同志请自发本通告刊登之
日起 7 日内到单位报到上班，如逾期
不到，单位将依据安人【2010】105 号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纪律及奖惩暂行规定》 进行处
理，责任自负。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2017.8.2

公

告

北京西峰俊景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注册号 ：110107013815713，
公司投资人决定解散 公司， 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
组申请债权，清算组负责人：张建
忠、李少云
北京西峰俊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丰台工商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