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岳虹霞 (身份证号： 130731198207152027)。
因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公司与你解除劳
动关系， 但通过各种方式送达， 均被拒。 现通
过登报方式告知， 限你见报之日起15日内到公
司办理解除手续及交接， 逾期不办理不影响双
方劳动关系解除。 特此公告！

中国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本报记者 孙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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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能救命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鸡蛋煮太嫩无法彻底杀菌，
煮老了会增加营养素损失和脂肪
氧化。因此，鸡蛋的加热时间有讲
究。鸡蛋放入冷水，大火煮开保持
沸腾3~5分钟， 关火用余热焖3~5
分钟， 一般水开后共需8分钟左
右。这样煮出来的鸡蛋状态好，蛋
清柔嫩，蛋黄刚刚凝固。

人体内的凝血系统是否能够
正常发挥作用关乎着伤口的愈合
状况， 所以， 医生需要通过术前
凝血常规的检查， 了解患者的止
血、 凝血功能。 如果指标出现异
常， 不但不能进行口腔治疗， 还
要建议患者到综合医院做进一步
的血液检查。

正在服用6类药的人， 服药
后不能马上运动： 含 “麻” 感冒
药： 影响心率； 止痛药 ： 刺激
肠胃； 降压药： 导致脱水； 降脂
药： 让肌肉疼痛； 抗过敏药： 容
易中暑； 胃痛药： 让人困倦。 为
避免影响药效或运动效果， 服药
后1小时内都不宜进行剧烈运动，
如打篮球、 快跑等。

市面上有些“奶茶”，大多不
是真奶茶， 因为配料最多的不是
奶，而是“反式脂肪酸”，比如“氢
化植物油”“植脂末”。市面很多流
行的奶茶粉配料表清晰地写着：
植脂末、白砂糖、速溶茶粉、脱脂
奶粉、 食品添加剂等。 排名越靠
前，说明含量越多，可见，这些奶
茶中，植脂末是老大， 而不是奶。

拔牙需做凝血功能检查

服6种药后不能马上运动

有些奶茶不含奶

万象更新， 新一年的春耕生
产使得农资市场又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 为了让广大农民消费者
购买到有保障的种子、 农药、 化
肥等农资， 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温馨提醒广大农民消费者在购买
农资时要做到 “七注意”。

一是注意选择有资质的购买
场所

一定要到有固定场所、 证照
齐全的农资经营单位购买。 农资
经营者除了应持有工商部门发的
《营业执照》 外， 还应当具备本
行业的各种经营许可证。 经营农
药的要有 《农药经营许可证 》，
经营种子的须持有 《农作物种子
经营许可证》。

二是购买种子要注意查看
标签

购买种子时一定要看种子标
签， 种子标签标注的主要内容有
产地、 种子经营许可证编号、 种
子生产许可证编号 、 质量指标

(纯度、 净度、 水分、 发芽率)、 检疫
证明编号等， 如果标签内容不全，
则质量难保证。 要尽量选购标识标
签齐全的小包装种子， 因为没有包
装的散装种子容易被不良商贩掺杂
使假， 尽量不要购买。

三是购买化肥注意参照以下
原则

首先是购买正规肥料厂生
产， 企业信誉好的产品 (最好有
检测报告 )， 或过去用过效果好
的产品； 对过去不了解的新产品
要慎重购买， 宣传的时候说功能
异常强大， 或过度强调国外技术
的产品， 而自己又不了解的化肥
也要慎重购买。 其次要注意肥料
养分含量与价格的一致性， 一袋
肥料的价格主要由养分含量决
定， 不能只考虑价格便宜， 忽视
营养含量， 这样往往吃大亏。

四是购买农机具首先要注意
看合格证

购买农机具要注意查看有无

产品合格证及说明书， 有无装配
记号 ， 以及规格型号及技术参
数。 正规的产品均有质量检验部
门的检验合格证以及印制正规、
清晰的产品使用说明书， 以指导
用户安装、 使用、 维修。 仔细查
验农机具有无裂纹等表面缺陷，
有无松动、 卡滞等现象。

五是注意完好保存购物凭证
由于影响农作物收成的因

素较复杂 ， 为了方便解决纠纷，
购买时请索要有经营单位公章的
信誉卡、 保修卡及购物凭证， 并
要求清楚地标明购买时间、 产品
名称 、 数量 、 等级 、 规格 、 型
号、 价格等重要信息。 注意留存
种子、 农药、 化肥外包装和少量
原品。

六是注意发现问题及时反映
如果购买和使用农资后发现

质量问题， 及时收集和携带相关
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 农业部门
反映。 一方面可以尽快为自己挽

回损失， 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更多
农民上当受骗。

七是注意慎重选择网购农资
网购的农资如果有问题， 由

于缺乏实体店 ， 索赔会比较困
难。 如果一定要在线上购买， 就
要选择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并且
查看清楚该网点是否有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和相关的产
品销售资格证书； 在选择产品时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通过平
台沟通好； 产品下单后不要急于
付款， 一定要查看产品的真伪，
留存好相关的凭证； 种子、 化肥
等农资到货后最好是留存一部分
样品， 如果出现后续纠纷， 可作
为维权的重要证据。

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马菁
泽供稿

当遇到有感地震发生时， 应
首先保持冷静， 做好自我保护，
认真观察情况， 采取有效措施，
科学高效避险。

如果您在房间内遇到地震，
应尽快选择承重墙墙根、 墙角或
是有水管和暖气管道等处蹲下或
坐下， 保护好头部； 不要选择没
有支撑物的床下 、 吊顶 、 吊灯
下， 特别是玻璃 （包括镜子） 和
大窗户旁躲避。

如果您在户外遇到地震， 应
该就地选择开阔区域， 趴下或蹲
下避震； 不要乱跑， 要避开人多
的地方。 要远离山崖、 陡坡、 河

岸及高压线等； 避开高大建筑物
或构筑物， 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
建筑； 避开变压器、 电线杆、 路
灯， 广告牌等其他潜在高空坠落
物等 。 要保护好头部 ， 注意观
察， 避开危险之处。

如果您在影剧院 、 体育馆
等 公 共 场 所 遇 到 地 震 ， 要 沉
着 冷 静 ， 特 别 是 当 场 内 断 电
时 ，不要乱喊乱叫 ，更不要乱挤
乱拥，应就地蹲下或躲在排椅下，
注意避开吊灯、 电扇等悬挂物，
用皮包等物保护头部， 等地震过
后， 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有组织
地撤离。

煮鸡蛋记个8分钟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4月14日12时47分在北京怀柔区
发生3.0级地震。 在不久前的4月
7日， 距离此次地震27公里处的
海淀区也发生过一次2.9级地震。

缘何10天内北京地区接连发

生两次地震？ 这其中是否存在关
联？ 对此，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迅
速组织专家对两次地震活动作了
研究分析。 专家认为， 近期北京
地区发生的这两次3级左右地震
均属正常地震活动。

近期两次地震是独立正常地震活动
地震是如何形成的呢？ 当构

造运动过程中逐渐积累的能量对
地壳产生的巨大压力超过岩层所
能承受的限度时， 岩层便会突然
发生断裂或错位， 同时伴随能量
的释放， 就形成了地震。

据介绍， 天然构造地震主要
由于断层活动所导致， 北京位于
近东西向的阴山-燕山-渤海断
裂带中段， 北京及附近区域主要
活动断裂带有平谷-三河断裂
带、 八宝山-高丽营断裂带、 怀
来-延庆断裂带、 南口-孙河断
裂带等， 其间又分布有一系列近
北东、 近北西向的小规模断裂，
例如此次怀柔3.0级地震震中附

近20千米范围内已查明的小规模
断裂就有4条， 但由于震级较低，
很难说具体与哪条断裂活动有
关， 但与其距离最近的为北东向
的南口山前断裂， 约9千米。

距离4月7日海淀2.9级地震
最近的断层为北东向的小汤山－
东北旺断裂， 约5千米。

因而从构造相关性分析， 北
京地区近期发生的两次3级左右
地震属于两个断层的活动， 两次
地震之间距离约27千米， 远大于
3级地震的破裂尺度， 因而两次
地震彼此没有构造或力学上的相
互关联， 是两次独立的正常地震
活动。

北京属于地震活动水平非常弱地区
专家表示， 地震属于自然现

象， 地球上每天都有地震发生，
多到一天发生一万多次， 一年约
五百万次。 其中99%的地震人们
感觉不到 ， 其余1%的地震才是
有感地震。 其中能造成破坏的地
震全年约一千次。 大于7级的强
烈地震 ， 全球每年平均约二十
次。 更强烈的地震， 平均每年发
生一次左右 。 这些发生的地震
中， 绝大多数发生在海域， 对人
类并不造成危害。

就北京地区而言， 1970年以
来共发生139次2级以上地震、 29
次3级以上地震， 平均每年大约

发生2.8次2级以上地震、 0.6次3
级以上地震， 最大地震为1990年
7月 21日延庆大海坨山 4.6级地
震， 与西部多震省份相比， 北京
属于中国大陆地震活动水平非常
弱的地区。

尽 管 2、 3级 地 震 频 次 较
低 ， 但也有短期发生多次地震
的现象， 例如1996年12月份短短
的12天内， 在北京顺义就先后发
生5次3级以上地震， 因而此次相
隔8天发生两次3级左右地震现象
仍属正常。 另外， 这两次3级左
右地震均发生在周日13时左右纯
属巧合。

地震来了 如何做好自我保护

专家：北京近两次地震均属正常地震活动

地震自救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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