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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持续下降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

公

告

依据北京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的京编办事 [2015]131 号文
件 ， 关于同意撤销北京化学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培训中心
的函，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北京
化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教育
培训中心正在办理清算事宜 ，特
此公告。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公

告

首都儿科研究所与张丽娥（身份
证号：11022319****060565）、刘燕燕
（身份证号 ：11010819****220027）、
张焱 （身份证号 ：11010119****06
4524）等 3 人签订的事业单位聘任合
同于 2017 年 12 月 31 到期。 合同到
期终止不再续签。 请本人于合同到期
后 15 内办理转档手续。 逾期不办理，
后果自行承担。 首都儿科研究所

2017 年 11 月 24 日

公 告
吴晓东 ：于 2009 年 6 月 1 日与中

建保华建筑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3
日变更为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签订了无固定期劳动合同。 从
2010 年 4 月始， 你在未办理任何请假
手续的情况下， 一直无故缺勤。 按照
《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规定及公司相
关规定，你已违反了公司考勤制度。现
通知你于收到本通知书 30 日内到中
建二局一公司深圳分公司人力资源部
（深圳市罗湖区经二路三号二楼）办理
解除合同相关手续。 如有异议请于收
到本通知书 30 日内向分公司反馈。否
则， 分公司将报告公司依法与你解除
劳动合同。

中建二局一公司深圳分公司
2017 年 11 月 21 日

公

告

侯磊：
你于 2017 年 10 月 7 日至今在未办

理请假手续的情况下一直未上班，性质
是旷工。 请你接到本通知五日内到人事
部说明情况。 如逾期不来，本通知公告
之日起第六日公司解除与你的劳动合
同。 人事部地址：丰台区东大街 31 号顺
天府 14 店三层 联系人： 侯晓娟 电
话：63830772

北京顺天府商贸有限公司
2017 年 11 月 28 日

声

明

王超不慎将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遗失，资格证书编号：BJ0064611，
注册编号：京 211141548232，证书编
号：01364189，机电工程专业 ，聘用
企业： 北京市设备安装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发证机关：北京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签发日期：2015 年 4
月 30 日。特此声明作废！

声

明

北京市顺义区志愿者联合会不慎遗失
顺 义 银 座 村 镇 银 行 赵 全 营 支 行 账 号 为
601032350200015 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1000055936804、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京顺
民社证字第 1210100 号的正副本 （代码
51110113500774010）、税务登记证 （计算机
代码 13049717）京税字 110113500774010 号
的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 50077401-0（登
记号： 组代管 110113-1876216-1） 的正副
本，特此声明。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眼睛干涩补充叶黄素

越来越多人眼睛易出现疲
劳，干涩，甚至视觉迷糊等症状。
除了尽量远离电子产品外， 还可
以多补充叶黄素，它能促进一种
叫视紫质的色觉感光色素的再生 ，
对于改善、 增进视力大有帮助。
可以多补充黄色、 橙色系的水果
蔬菜，如胡萝卜、玉米、猕猴桃。

来月经是可以吃百香果的。
①百香果营养丰富， 含有多种维
生素， 在经期食用有助健康。 ②
百香果性温， 又具有安神镇痛的
功效， 在经期食用的话， 能缓解
经期不适症状。 尤其是经常痛经
的女性， 不妨在经期吃一些百香
果， 可以起到缓解痛经的作用。

①经常吃快餐的人群， 容易
摄取过多的人工激素； ②经常加
班熬夜的人群， 最容易导致新陈
代谢失调， 每晚睡4小时或不足4
小时的人， 身体新陈代谢会出现
问题； ③血液循环不畅者， 体内
淋巴液与血液循环是否通畅， 会
影响身体对于废物、 毒素等物质
的排出速度。

内分泌失调的易发人群

百香果缓解经期不适

如果你突然间脱发严重， 就
要当心了 ， 这可能是熬夜在作
祟 。 熬夜看手机 ， 长期睡眠不
足， 体质较差者吃不消， 就有可
能诱发脱发。 这是因为， 经常熬
夜会使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紊
乱， 导致头皮毛囊产生了一种毒
素， 降低头皮毛囊生命力， 进而
使头发大量脱落。

熬夜的人易秃头

有效保护儿童合法权益
应以预防为主

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儿童合法
权益？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雪梅说， 儿童侵
权、 校园中的暴力体罚是世界各
国共同关心的问题， 如何建立有
效的法律机制保障儿童的安全得
到各国的广泛关注。

针对儿童暴力问题的预防 ，
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在传
统观念 ， 尤其是家庭教育观念
中 ， “打是亲骂是爱 ” “不打
不成才” 等教育方法还未根本消
除， 这使侵害儿童权益的事件时
有发生。 要切实保护儿童权益，
防止虐童事件再现， 除了根据事
件的事实情况由司法机关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加大对
侵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的
打击力度外， 还需要多方面共同
努力， 以预防为主。

张雪梅建议， 应以多种形式
加大对学校、 幼教人员全员法治
培训的力度， 提升教师依法教育

及管理的能力。 学校、 幼儿园设
立儿童权益保护机构， 或指定专
人负责儿童保护和安全工作。 和
家长加强有效沟通。 研究制定教
育工作者保护儿童的能力素养与
行为准则， 引导教职员工行为规
范， 提升服务标准。 最重要的，
应建立儿童保护事件的跨部门多
专业介入工作机制 ， 组织公检
法、 教育、 卫生、 医疗、 团委等
相关部门， 同社工、 法律援助律
师、 心理咨询人员等专业人员组
成个案协调小组， 为儿童和家长
提供多方面服务， 并引导家长理
性表达、 依法维权。

针对幼儿年龄特征争取
家长积极配合

原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 、

特级教师冯惠燕在幼教行业耕耘
近40年，她说，近期的幼儿园事件
多发生在3-4岁年龄段的孩子身
上， 从儿童发展阶段与发展特点
来说， 3-4岁小班孩子的思维是
表面、原始和混乱的，这个时期的
孩子活泼好动 、理解能力有限 、
自控能力有限， 不能很好地配合
老师完成各种要求是很正常的。

有经验的老师会把这种现象
视为发展孩子的契机，通过游戏、
鼓励的方式慢慢培养孩子好的行
为和习惯； 发现孩子存在一些小
问题时，会主动与家长沟通，给家
长提供家教建议。 关心孩子发展
的家长也会经常把孩子在家里的
情况与老师沟通，双方通过家园共育
的途径一起促进孩子的发展。

她说， 学前儿童培养需要家
园双方共同努力， 开展有效沟通

是极其必要的。 园方一定要认识
到家长是幼儿园的合作者与支持
者， 幼儿的培养需要家长的积极
配合。 幼儿园可以通过建立家长
委员会、园长信箱、微信群、热线
电话等方式， 及时了解家长的意
见建议， 通过实施园所开放日、
家长担任义工或志愿者、 在幼儿
园开展亲子活动的方式， 增进家
长对幼儿园工作的了解和支持。

可以让家长参与评价监
督教师

怀柔区汤河口镇中心园园
长、 特级教师赵兰香具有33年幼
教经验， 她说从职业要求上讲 ，
老师以爱为天职， 有爱心， 但有
些教育方法未必适合。 如何理智
科学地爱孩子， 无论教师和家长
都需要不断学习。

她表示， 面对性格各异的幼
儿， 当孩子淘气， 好动的儿童不
按老师要求做时， 面对繁重的工
作任务， 老师有时会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做， 甚至出现不适宜
行为， 这是学前专业理论与技能
方法的缺失。 不知道爱孩子体现
在怎样的细节方法中， 是当前幼
儿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

作为幼教管理者， 她认为应
在技术防控的同时， 做好教师的
职业培训、 细节管理和方法帮教
工作， 给教师树立正确的榜样示
范， 让年轻教师看到爱孩子的正
确样子。 对每个日常教育环节要
细心讲解， 让教师用孩子听得懂
的话去沟通， 努力让自己的方法
贴近儿童的需要。

她建议幼儿教师与家长积极
沟通，让家长知道管理者的要求。
比如通过家访走进幼儿家庭，了
解孩子的生长环境和家教水平，
对孩子多一份了解， 有利于平日
的教育工作。同时，可以让家长参
与评价监督教师， 更宽容年轻教
师的成长与进步， 允许教师有逐
步成长的过程， 在家长和老师之
间形成信任的桥梁和理解的纽
带。建立家长和教师的共情关系，
才能真正实现家园同步教育。

教教育育专专家家谈谈幼幼儿儿教教育育

虐童事件的发生， 在引发
愤怒和恐慌的同时， 也不免让
公众对整个幼儿教育行业产生
怀疑和担心 。 如果儿童的权
益受到损害， 应该如何预防和
处理？ 幼儿存在哪些年龄特征
需要注意？ 是否把孩子送进幼
儿园 ， 家长就可以撒手不管
了？ 听听业内人士怎么说。

该怎么保护你？ 亲爱的小孩

粮油批发价格持续稳定。 受
小麦原粮供应充足影响， 富强粉
价格波动幅度较小， 基本以稳为
主。 随着元旦节集中消费需求临
近， 面粉加工企业将陆续提高开
工率， 备货量增加， 预计富强粉
价格将略有小幅反弹空间。 受大
豆供应充足影响， 食用油价格以
稳为主， 预计本周粮油批发价格
持续稳定。

猪肉价格微幅上涨。 上周 ，
本市生猪收购价格及屠宰量微幅
上涨。 顺鑫鹏程生猪收购价为每
500克7.27元， 周环比上涨0.71%；

屠宰量4310头，周环比增加0.95%。受
生猪供应充足影响， 猪肉价格涨
幅空间有所减少， 价格呈季节性
波动上行态势。 受生猪收购价格
微幅上涨带动， 预计本周猪肉批
发价格随之稳中微涨。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 从产区
了解 ， 随着气温下降 ， 鸡舍加
温， 致使养殖成本上升， 加之天
气转冷后鸡蛋储存时间加长， 养
殖场并不急于销售， 鸡蛋价格上

涨空间相应增加。 受产区鸡蛋出
场价格上涨带动， 本市鸡蛋批发
价格已持续5周上涨， 但随着产
区前期补栏蛋鸡逐渐进入产蛋
期， 鸡蛋价格上涨空间有限， 预
计本周鸡蛋批发价格持续小幅上
涨， 但涨幅收窄。

蔬菜价格季节性上涨。 受气
温持续下降影响， 不利于蔬菜生
产、 采摘及运输， 致使本市蔬菜
冬季运行特点明显， 即冬储菜价

格涨幅相对稳定， 叶类及茄果类
蔬菜价格涨幅逐渐扩大。 据天气
部门预测， 本周天气以晴为主，
气温持续降低， 加之蔬菜产地转
换， 生产成本增加， 价格下降空
间有限， 预计本周蔬菜批发价格
季节性小幅上涨。

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
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

格监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