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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名凡尚美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注册号： 32721282-2） 经股东会决议，
现拟向登记机关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
杨旭、 陈杨组成，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
联系电话： 杨旭 13311405197， 陈杨
13381151120。 2019年3月13日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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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研究发现 ， 爱做梦的人 ，
不 易 患 痴 呆 。 人睡觉的时候 ，
眼球有快速跳动的现象， 呼吸和
心跳变得不规则 、 肌肉完全瘫
痪， 并且很难唤醒。 做梦一般出
现在这一阶段。 数据显示， “快
速眼动时睡眠” 持续的时间每缩
短1%， 患痴呆症的风险就会增
加9%。

可以用运动目标衡量运动
量。 ①想减肥： 控制饮食并保证
每周300分钟中高强度有氧运动。
②想强健肌肉： 每周150分钟有
氧运动加力量训练。 ③想延年益
寿： 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
锻炼。 ④想减少久坐危害： 每周
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锻炼， 每
工作1个小时起身运动5分钟。

运动量多少才算合适？

炒菜习惯或招来疾病

我们每天炒菜做饭都在做的
4个习惯，可能引病上身： 1.炒完
菜马上就关油烟机， 会残留大量
烹饪产生的PM2.5；2.炒菜后不刷
锅接着炒， 可能产生苯并芘等致
癌物； 3.油冒烟时才下锅， 增加
癌症风险 ； 4.油炸的油用来炒
菜，会产生有害的油脂氧化产物。

香菜、 芹菜、 胡萝卜等属于
“感光食物”， 它们在抵抗病虫的
过程中产生一类名为 “呋喃香豆
素” 的物质， 吃到体内会使皮肤
更易被紫外线损伤。 但这主要取
决于摄入量， 我们日常摄入的量
比较少， 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过
敏体质的人在吃了 “感光食物”
后最好避免直接长时间暴晒。

爱做梦的人不易患痴呆

香菜吃多了易晒黑？

为进一步提高电子证照的使
用率和知晓率， 丰台工商分局采
取三项举措推广电子证照服务，
让群众办事更便捷。

一是开展电子证照推送服
务。 丰台工商分局在发放纸质证

照的同时推送电子证照， 企业根
据需要可随时自行下载使用， 支
持微信 、 支付宝等多种下载途
径， 积极创新政务工作模式， 提
高信息服务水平。

二是支持电子营业执照业务
办理。 丰台工商分局支持企业使
用 电 子 营 业执照办理 相 关 业
务 ， 无需提供纸质营业执照 ，
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逐步提升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社会认知度，
真正实现市场主体 “一照一码走
天下”。

三是加强舆论宣传。 丰台工
商分局联合区政务服务中心和第
三方代理服务机构采取多种方式
加强宣传， 普及电子证照知识，
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应用， 让公众
切实感受到应用电子证照办事的
便利。

（于航）

丰丰台台工工商商分分局局三三项项举举措措推推广广电电子子证证照照服服务务

《北京市2017年度卫生与
人群健康状况报告解读》 中介
绍 ， 膳食模式也就是膳食结
构 ， 是指膳食 (如一日三餐 )
中各类食物的数量及其在膳食
中所占的比重。

膳食结构是否合理， 直接
影响到人体健康。 评价一个膳
食模式是否合理 ， 常 常 是 通
过调查一段时间内膳食中各
类食物的量， 以及所能提供的
能量和营养素的数量， 评价是

否满足人体需要及健康状况来
判断。

2015年北京市抽取部分居
民开展了膳食调查 ， 结果显
示 ， 与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版)》 的推荐相比， 北京
市居民的膳食结构还存在不合
理之处， 表现为深色蔬菜及水
果摄入不足； 畜禽肉类摄入过
多 ， 而鱼虾等水产品摄入不
够； 奶及奶制品摄入不足； 盐
摄入仍过量。

食盐的成分中99%是氯化钠
（Nacl）， 钠离子主要调节人体内
水分与渗透压， 增强神经肌肉兴
奋性， 维持酸碱平衡和血压正常
功能。

一般来说， 按我国的饮食习
惯， 成人每天摄入的食物中本身
含有钠约 1000mg， 除此之外 ，
每天再摄入3g盐就基本上达到了
人体需要。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成年人每
天食盐摄入量低于5g， 有助于降
低血压和患心血管疾病、 脑卒中

和冠心病的风险。
我国推荐值为6g。 但是， 据

估计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每人每天
摄入食盐12g， 远远超过建议值。

盐摄入过多与高血压密切
相关 。 降低盐摄入量的主要好
处就在于可以降低罹患高血压的
风险。

高盐饮食还能引起骨质疏
松 、 肥胖 、 胃癌 、 肾结石和中
风。 据估计， 如果全球盐消费量
减到建议水平 ， 每年可以防止
250万例死亡。

味精、鸡精、酱油等调味品

中国人的饮食讲究色、 香、
味俱全， 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少不
了味精、 鸡精、 酱油等调味品。
那味精、 鸡精、 酱油等是由什么
做成的呢？

味精： 以粮食为原料经发酵
提纯的一种结晶， 主要成分为谷
氨酸钠。

鸡精： 就是鸡肉味的味精，
味精中增加了鸡骨粉等。 主要成
分也是谷氨酸钠。

酱油： 用大豆、 小麦、 食盐
经过制油 、 发酵等程序酿制而
成， 含有多种氨基酸、 糖类、 有
机酸、 色素及香料等成分。

这 三 者 除 了 增 加 食 物 咸
度 ， 改善味觉之外， 实际上并
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不仅不增加
营养， 还含有大量的钠， 过多地
食入会导致钠超标， 从而引发一
系列健康问题。

瓜子等各类坚果

瓜子大概分为南瓜子、 西瓜
子等。 从食物分类上来看， 它们
都属于坚果类食物。 坚果类食物

通常富含脂肪和蛋白质， 是一种
高能量食物。

但是现在市面上， 出现了一
些各种口味的瓜子、坚果等，比如
“蟹黄味瓜子”“抹茶味瓜子”“紫
薯味花生”等，这类坚果都是在瓜
子、 花生的表面又裹了一层调味
料， 而且油炸类型多见， 里面也
是添加了如味精、 色素等含有钠
的调味料， 所以在适量摄入坚果
的同时， 还要有选择地吃， 少吃
或者不吃调味多的种类。

面包、零食、果冻等

您一定会问， 像果冻啊都是
甜味的， 怎么可能含有盐呢？

其实平常吃的面包里含盐量
并不小， 只是面包、 零食中的甜
味盖过了盐的味道。 另外果冻中
也有钠， 而且所含的分量还不少
了。 儿童的肾脏娇嫩， 也要注意
不要过量。

饮料

饮料中也含有钠， 即使是那
些喝起来甜甜的饮料， 也是含有
钠的， 所以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了， 不能过量。

NO.1�计算每日盐摄入量

当家里买一袋食盐后， 记录
购买日期 ， 盐吃完后再记下日
期， 那么您就知道这一袋盐吃了
多少天， 进而粗略算出人均每日
食盐摄入量。

NO.2�餐时加盐

做菜时不放或少放盐， 吃菜
时再加入盐， 因加入的盐尚未渗
入食物内部， 口感比较咸， 从而
起到限盐的目的。

NO.3�以鲜、 酸甜代盐

菌类、 海米、 紫菜等本身带
有鲜香味， 烹调时可少放或不放
盐。 平时多烹制酸甜可口的菜，
以减少食盐的用量。

NO.4�使用限盐工具

使用盐勺 （小盐勺=2g， 大
盐勺=6g） 或准备一个限盐罐 ，
每天根据推荐量取食盐放入限盐
罐， 一天用完即可。

NO.5�新鲜烹调

尽量购买新鲜食物烹调， 警

惕加工食品中的盐， 养成选购加
工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的习惯。

NO.6�多吃含钾食物

多吃含钾丰富的食物， 如海
带、 紫菜、 山药、 木耳等蔬菜以
及水果等， 钾有助于降低血压。

NO.7�儿童食物

必要时对儿童吃的食物进行
单独烹调， 减少盐使用量， 让儿
童养成清淡饮食的习惯。

高盐饮食增加患病风险

生活中的“隐形盐”您注意到了吗？

家庭减盐小技巧

■相关链接■

说说说说减减盐盐那那些些事事儿儿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 早在一万年前， 人类就开始吃盐， 并以之为基本味， 调制出许多味型， 进而发展出
不同的菜系与美食。 盐， 也是厨房中最常见的调味品。 但过高的食盐摄入量并不益于我们的健康， 北京市疾
控中心提示， 家庭减盐也有小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