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孙兴， 身份证号 110106196209012739； 孙平 ， 身份证号
110106196808142754； 刚立春， 身份证号230882197304154950， 望
尽快与北京团兴劳动与社会保险服务有限公司单位联系 ,配合办
理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及解除劳动关系事宜。 如自登报之日起30日
内未与我单位联系,视同你放弃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及相关待遇。
同时于2019年8月31日与你解除劳动关系并为你办理工伤减少。

联系电话： 63369988-111�联系人： 刘晓晨
2019年8月2日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孔令晖： 因你自 2018 年 10 月 26 日转职工

交流中心至今未交假条旷工未归。 现依据 《北京
公共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
劳动合同管理规定的实施细则》第四章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请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 日内回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未至 ，将视为你主动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客运分公司

邰邰怡怡明明 插插图图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肥胖成为许多疾病的元凶。
研究显示， 血脂升高的发病率逐年升高。 不少人都笑
说， 血脂高是富贵病， 胖人吃肉多， 才容易导致血脂
升高。 但实际上生活中许多体型看起来正常的人， 也
被发现有血脂高的问题。 那么我们出现哪些症状， 就
应该去医院查查自己的血脂是不是高呢？

开展政府热线
“接诉即办”培训

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采集日期： 2019年7月31日 单位：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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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高
是胖人的专利？

为进一步提高 “政府热线”
案件查办效率和市场监管效能，
确保区局 “接诉即办 ” 工作的
“响应率” “解决率” 和 “满意
率” 走在全市前列， 近日， 丰台
区局原12315举报中心组织原工
商所， 原食药所主要负责人， 部
分业务科室相关负责人， 及各单
位具体承办投诉举报的工作人
员， 召开市民热线市场监管类投
诉举报的办理培训会。

此次会议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履职后， 首次以区市场局监督管
理局组织的大规模工作会议， 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主管此项工作的
副局长田承山向各部门提出相关
要求， 切实把 “接诉即办” 工作
当做大事、 重要事， 采取切实可
行的措施， 向严格的管理要办事
质量 、 要履职效能 ， 增强硬实

力、 软实力和巧实力， 以良好的
作风、 扎实的成效维护群众的合
法权益。

区局12315举报中心围绕市
场监管职能讲解了投诉举报的处
理要求， 重点强调了各类投诉举
报处理的时限， 对各单位上半年
的投诉举报数据进行分析量化，
为下半年各单位的投诉举报工作
确定方向， 并就复合申诉工作的
注意事项 、 规范用语 、 回复技
巧， 申诉材料如何准备等进行了
详细的演示和讲解， 最后， 就复
杂疑难投诉举报处理中如何收集
证据、 回复要点、 注意事项再次
进行强调。 综合排序走在全市市
场监管系统和区政府职能部门系
统的前列， 展示新时代丰台市场
监管工作的新气象新作为。

（王聪）

脂肪代谢或运转异常使血浆
一种或多种脂质高于正常称为高
血脂症。

高血脂症是一种全身性疾
病， 指血中总胆固醇 (TC) 和/
或甘油三酯 (TG) 过高或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HDL-C) 过低，
现代医学称之为血脂异常。

血脂过多 ， 容易造成 “血
稠”， 在血管壁上沉积， 逐渐形
成小斑块 (就是我们常说的 “动
脉粥样硬化”， 这些 “斑块” 增
多、 增大， 逐渐堵塞血管， 使血
流变慢， 严重时血流被中断， 更
可怕的是由高血脂引起的一系列
心、 脑、 肾的损害。

该病对身体的损害是隐匿、
逐渐、 进行性和全身性的。

它的直接损害是加速全身动
脉粥样硬化， 因为全身的重要器
官都要依靠动脉供血、 供氧， 一
旦动脉被粥样斑块堵塞， 就会导
致严重后果。

高血脂症是脑卒中 、 冠心
病、 心肌梗死、 心脏猝死独立而
重要的危险因素。

不论胖瘦 有5种情况都要查血脂

世界卫生组织评估：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吸烟、肥胖、缺乏
运动、 精神压力大和家族直系亲
属有患心脑血管疾病， 这八大危
险因素决定了血管的健康状况。
我们要从诱因入手，积极预防：

定期检查血脂异常情况

建议 ： ① 20岁以上 、 40岁
以下人群， 3-5年测一次血脂。

② 40岁以上男性和绝经后
女性 ， 如果从未出现过血脂异
常， 每年进行一次血脂检测。

③ 已有血脂异常的人群 ，
应每3-6个月测量一次血脂。

定期测血压

没有高血压的成年人， 每年
至少测一次血压。 高血压患者最
好每天早晚都要测一下， 做好血
压监控。

科学运动 尤其推荐步行

坚持步行可以达到降胆固
醇、 降血压， 以及减重的目的，
另外步行还能加速血液循环。 只
要坚持步行一年以上， 能有效延
缓早期动脉硬化进展。

管住嘴非常关键

低脂 、 低盐 、 低胆固醇饮
食， 少吃糖和主食， 适当吃些粗
粮， 多吃多食含维生素和纤维素
较丰富的食物水果蔬菜。

摒弃不良生活习惯

戒烟戒酒、 别熬夜， 保证睡
眠 、调整恶劣情绪 ，保持心情 愉
悦，对心血管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积极控制已患慢性病

在医生指导下控制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脂等慢性病， 尽可
能将其保持在理想的水平上。

（周娜）

经常感到乏力

如果你并不是经常干重活、
累活， 但是却时常感到乏力， 比
如说： 走楼梯、 爬二楼， 就气喘
吁吁， 站着就想坐着， 坐着就想
躺着 ， 那么此时你应该要注意
了， 很可能就是血脂高了。 血脂
高， 血液变得粘稠， 流动性就变
差， 为身体各处供能就不足或者
减慢， 很容易出现缺氧的状态，
缺氧严重， 身体就会出现乏力的

症状。

食欲不振

有时我们会感觉自己肚子
饿， 但是望着食物， 就是没有什
么想吃东西的欲望， 这也就是我
们说的食欲不振。 引起食欲不振
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长期性的食
欲不振， 要小心是血脂升高， 引
起的胃肠道消化不良， 所以很多
血脂高的人群 ， 都容易出现纳
差、 便秘等症。

头晕 头胀

有研究表明， 高血脂患者因
为血管堵塞， 出现头晕头胀的比
例会增高，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不可忽视其中是否有血脂在作
祟， 血脂导致脑梗塞已经在生活
中非常普遍了。

失眠

许多老年人都有失眠的问
题， 当然， 这其中也不乏高血脂
的 “功劳”。 心脏是我们人体非
常重要的器官， 血液从心脏泵出
泵入 ， 但是如果长时间患高血
脂， 血液粘稠， 就会引发血管堵
塞等疾病， 大脑供氧不足就出现
失眠等症状。

记忆力减退

记忆力和大脑相关联， 虽然
血脂高和大脑的问题看起来毫不
相干，但是大量研究发现，血脂高
的人群， 更容易出现记忆力下降等
症状和表现， 这是由于血脂对于
大脑细胞的氧化造成影响导致。

高血脂是怎么回事？ 出现5种情况要查一下血脂

健康生活才能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