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普通通银银行行卡卡
也也能能提提取取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

【健康红绿灯】

绿灯

毛 豆 的 钙 含 量 可 以 达 到
135mg/100g，相比牛奶 ，略胜一
筹。毛豆是“补钙好手”，其蛋白质
含量更是达到13.1g/100g， 和鸡
蛋不相上下 ； 其纤维含量高达
4%， 是蔬菜中的膳食纤维 “冠
军”； 还含有丰富的镁、 磷、 铁、
胡萝卜素等物质， 营养价值非常
高 。 毛豆吃法很多 ， 最推荐水
煮， 不仅能保持颜色的碧绿， 营
养流失也最少。

红灯

毛豆是“补钙好手”

一般来说， 13-30岁是拔智
齿的最佳时期。 在30岁前拔智齿
比较合适， 40岁后再拔创伤会增
大。 由于大多数智齿是 “斜躺”
在颌骨里， 这就导致其根部与下
颌神经管很近， 所以常听到有人
说， 智齿要尽量保留， 否则会伤
到神经。 拔牙前， 医生会让患者
拍一张全口牙的片子或进行口腔
CT， 查看智齿牙根与神经的关
系， 以便保护神经。

有一种犯困可能是“甲减”

甲状腺位于 “喉结 ” 下方
2-3厘米处， 形似蝴蝶， 是人体
最大的内分泌器官。 它所分泌的
甲状腺激素， 对全身各系统具有
调节作用。 甲状腺激素多， 可以
让人精神亢奋； 没有足够的甲状
腺激素， 则会萎靡不振， 干什么
都没精神， 老想睡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盛盛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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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门
用毛巾搓头发很伤毛鳞片

如果毛鳞片排列整齐， 头发
会显得亮丽顺滑； 用力梳头、 高
温吹发或经常烫染等都会损害毛
鳞片。 当头发潮湿的时候， 毛鳞
片是张开的， 这时用毛巾摩擦或
躺下睡觉， 它们便会受到损伤。
最好用毛巾包住头发 ， 轻轻挤
压， 吸收水分。

近日， 西潞街道综合执法队
执法人员走进辖区两家施工工
地， 开展施工工地春季开复工执
法宣传活动。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
了施工工地周边围挡、 物料堆放
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业、路面硬
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密闭运
输“六个百分之百”落实情况，要
求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各类工程扬
尘防治要求，推进绿色施工。

随后， 执法人员又来到工地
生活、 办公区域， 对施工工地垃
圾分类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重点
检查施工工地是否制定垃圾分类
管理规定， 建立完善生活垃圾分

类台账， 明确各类垃圾投放容
器设置情况 、 分类投放要求等，
是否在工地周边 、 通道或公告
栏、 垃圾投放点等显著位置张贴
分类投放标识和宣传材料， 是否
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教育培训，
建筑垃圾、 大件垃圾等是否存在
与生活垃圾混堆混放、 混装混运
的情况， 工地办公区、 集中供餐
区域 、 宿舍区域 、 公共场所区
域、 生活垃圾集中存 放 区 域 等
分 区 的 垃 圾 容 器 设 置 是 否 规
范等。

接下来， 房山区城管执法部
门将重点围绕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要求， 进一步加大施工工地
春季开复工执法宣传工作， 以工
地扬尘治理为重点， 聚焦渣土运
输泄漏遗撒和违规进行夜间施工
等多发问题， 加强对施工工地的
执法监管，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 同时， 集中对全区相关施工
工地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执法行
动， 以宣教促执法， 寓服务于执
法，督促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落实
生活垃圾分类主体责任， 提高分
类水平，规范分类行为，建设绿色
工地， 从而提高城乡生活环境水
平，共创文明城市。

（李安琦）

拔智齿别错过“最佳时期”

60岁及以上人群可以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

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
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
亡高风险人群。 已有 I/II期
临床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群
疫苗接种安全性良好， 疫苗
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建
议接种。

目前， 我市根据国家的
总体安排， 已经为部分有接
种需求且身体基础状况较好
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

下一步将结合疫苗在大
规模人群中的使用效果， 积
极稳妥地推进60岁以上人群
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种
工作。

慢性病人群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吗？

慢性病人群为感染新冠
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高风险
人群。 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
控制良好的慢性病人群不作
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人
群， 建议接种。

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是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禁忌，
建议暂缓接种。 （午综）

开展施工工地春季开复工执法检查

■北京疾控提醒您

未控制的严重慢病
建议暂缓接种疫苗

公积金贷款新增告知承诺制、 简化提取已故职工小额住房公积金
办事资料、 “e窗通” 增加 “五险一金” 减员业务功能、 普通银行卡
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记者4月7日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
到， 北京住房公积金将有多项新变化。

记者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 本市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在保留原有办理方式
的基础上， 增加证明告知承诺制
办理方式。 在贷款申请过程中申
请人可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
诺制办理。

据了解， 在异地缴存住房
公 积 金 或 曾 在 异 地 缴存的职
工， 在北京购房向北京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时， 需提交异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具的 《异地
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
明》 和 《缴存证明》。

在保留原有办理方式的基
础 上 ， 新 增 加 了 证 明 告 知 承
诺制办理方式 。 对于不愿承诺

或无法承诺的 ， 继续依规提供
证明。

若申请人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或曾作出虚假承诺等， 在信用修
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申请人承诺应真实、 合法、
有效、 完整。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将联系异地公积金中心进
行核查。 若申请人恶意作出虚假
承诺影响贷款审核结果的， 将终
止此次贷款受理， 个人信息记入
不良信息库并上传至信用信息管
理机构或平台， 按照相关规定限
制业务办理资格。

目前， 对于申请贷款时弄虚
作假、 隐瞒真实情况的申请人，
自违规行为发现之日起5年内不
受理其贷款申请。

已已故故职职工工小小额额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
提提取取材材料料简简化化

4月7日，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对 《关于简化已故职工小
额住房公积金提取办事材料的
通知 》 进行了解读 。 记者了解
到， 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5万元
以下 （不含利息） 的已故职工配
偶、 父母、 子女申请一次性销户
提取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时， 无
需提供公证部门出具的确认继承
权或受遗赠权的公证书， 或人民
法院作出的判决书、 裁定书或调
解书。

继承人、受遗赠人申请一次
性销户提取已故职工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时，如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则无需提供公证书或人民
法院的判决书 、裁定书或调解

书 ，包括：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账
户余额5万元以下 （含5万， 不含
未结利息 ）。提取申请人为已故
职工配偶、父母、子女。申请办理
可 通 过 公 积 金 业 务 网 点 （http:
//gjj.beijing.gov.cn/web/zwfw5/
ywwdfw/1735655/index.html） 或
通过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官网个人网上业务平台 （http://
gjj.beijing.gov.cn/）办理。

特别提醒， 已故职工账户余
额5万元以上 （不含5万）， 配偶、
父母、 子女申请继承提取住房公
积金， 按原有规定办理， 仍需提
供确认继承、 受遗赠公积金份额
的公证书或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书、 裁定书或调解书。

““ee窗窗通通””增增加加““五五险险一一金金””
减减员员业业务务功功能能

记者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 市市场监管局联合
市人力社保局、 公积金中心完善
了本市企业服务 “e窗通” 平台
功能。 4月6日起， “e窗通” 平
台增加了员工 “五险一金” 减员

业务功能。
据了解， “e窗通” 平台实

现了企业可通过 “e窗通” 平台
全流程办理员工 “五险一金” 登
记， “一表一网” 办理， 无需二
次登录、 二次填报； 实现了企业

记者从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了解到， 今年1月起， 提取
人可以使用本人在北京地区11家
合作银行发放的任意Ⅰ类银行卡
作为 “公积金用卡” 办理住房公
积金提取业务。 每名缴存职工本
人名下， 可持有多家发卡银行的
公积金用卡， 每家银行限一张。

办理一次性提取时， 提取人
在网上或柜台办理提取本人住房
公积金时， 可选择已添加的任意

“公积金用卡” 作为提取收款用
卡。 提取事项审核通过后， 北京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提取金额
打入该 “公积金用卡” 账户。

办理新登记约定提取。 提取
人在事项审核通过后， 可向柜台
申请使用任意 “公积金用卡” 办
理约定提取业务， 即在指定时间
按照指定的间隔周期自己将提取
款项打入指定的 “公积金用卡”
账户。

开立银行账户后以授权方式通过
“e窗通” 平台共享， 自动开通网
上缴存公积金， 一次开通、 自动
共享， 无需登录公积金网或到公

积金柜台二次办理 ； 实 现 了 企
业市场主体注销后 ， 住房公积
金账户自动注销， 无需跑动、 无
需填报。

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
新新增增告告知知承承诺诺制制

北京住房公积金又有新变化
注意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