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宜人的5月， 花意正浓、 春色满园， 正是和家人朋
友聚会游乐的大好时节。 近日，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发布5月
份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风险提示， 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防
范各类安全风险。 在惬意的游玩之前， 请您先收下这份安全
“大餐”。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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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黄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为
皮肤、 肌肉提供充足的养分， 可
有效地对抗皮肤老化， 减少皱纹
的产生 ， 并可防止唇炎 、 口角
炎 。 先准备好黄瓜一根 、 大米
100克、 生姜10克， 将黄瓜洗干
净切成薄片， 生姜切成丝， 再将
洗干净的米放入1000克的沸水中
熬煮40分钟， 在米快熟的时候放
入生姜和黄瓜。

红灯

锌在动物、 海产品的食物中
含量更多，并且是有机锌，易被人
体吸收，比如生蚝、牡蛎、扇贝和
螺蛳等， 肉类中牛羊肉的锌含量
也可以达到6-7毫克/100克。 以
素食为主或吃全素的人群中缺锌
较为多见， 在日常食谱中应注重
“荤素”合理搭配，这一点很重要，
也特别强调。 另外， 在有些情况
下， 可适宜地摄入锌补充剂。

洗头水不能过热

网上有种说法是， 用热水洗
头可加快血液循环， 帮助毛发生
长。 洗发水温最好略高于体温，
建议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 也不
建议用太冷的水洗头， 一是可能
不太容易清洁， 二是如果用凉水
洗头， 头皮会被刺激。 而用太热
的水洗头也不好， 不仅会伤害毛
干， 也可能会损伤头皮。

水果当饭吃老得快

水果中蛋白质、 脂肪含量很
低 ， 尤其缺少人体必需的脂肪
酸、 优质蛋白质以及铁、 锌、 维
生素B1等矿物质和维生素， 长期
用它代替正餐 ， 易造成营养不
良。 比如维生素B1缺乏， 人就容
易疲乏、 运动能力下降； 蛋白质
以及铁和锌等微量元素不足， 会
造成脸色发黄， 皮肤缺乏弹性，
特别是中年女性， 更容易显老。

海产品中含锌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刘刘欣欣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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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拱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近日， 房山区拱辰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队接到12345来件 ， 位
于 署 前 街 家 园 外 侧 一 处 空 地
存 在乱堆建筑垃圾的现象 ， 接
到举报后， 执法人员立即到达举
报地点， 现场发现存放有部分沙
土， 沙土内还混杂着建筑垃圾
和废物 ， 执法人员立即联系物
业及志愿者对这处堆放垃圾进行
了清运。

同时， 执法人员还对署前街
家园周边及社区内进行了巡查检
查 ， 对发现的一处乱堆物料现
象， 要求物业部门及时联系相关
人员进行清理。

接下来， 房山区拱辰街道综
合行政执法队将加强社区居住环
境巡查检查， 加强房山线地铁沿
线、 城乡结合部等重点点位排查
力度， 对巡查过程中发现的建筑
垃圾， 即刻建立台账、 核查主体

单位并责令当日清理， 对情节严
重的单位进行相应处罚。

同时 ， 对于发现的建筑垃
圾， 确认属于无主的， 组织城管
志愿者进行兜底清运 、 应清尽
清， 并联系环卫部门将所清理的
建筑垃圾运到指定地点。 4月份
以来， 拱辰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已清理有主建筑垃圾3处， 无主
建筑垃圾2处。

下一步， 房山区城管执法局
也将督促街、 乡综合行政执法队
加强社区居住环境综合执法检查
力度， 对问题突出、 举报频发点
位开展督察检查工作 ， 并依据
《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 进一步
监督物业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物
业管理协商共治机制， 持续改善
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家园， 创建
文明社区。

（李安琦）

建筑垃圾乱堆小区
城管接诉即办优化环境

市应急局发布5月安全风险提示

5月份， 本市气温舒适， 天
气怡人， 外地来京人员、 本地市
民出游、 购物意愿强烈， 公园景
区、 商圈、 交通枢纽人流密度增
大， 游乐设施安全、 临山临水安
全、 人员拥挤踩踏等风险上升。

请广大市民尽量错峰游玩，
自觉遵守旅游项目、 游览设施的
安全规定， 临近水边、 险石、 陡

坡等危险区域要多加小心， 做好
自身防范。

进入宾馆、 酒店、 商场、 机
场、 火车站等公共场所， 要留意
安全出口位置， 提前了解逃生方
向和路线， 远离人员拥挤区域，
不要逆人流行进， 遇到突发紧急
情况按照场所内安全提示信息有
序撤离。

关注游玩安全风险 远离人员拥挤区域

关注火灾燃爆风险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5月份， 本市各类节庆、 商

业活动频繁， 居民生活、 商业经
营用火、 用电、 用气量增大， 杨
柳飞絮影响持续加重 ， 踏青野
炊、 野外施工用火行为增多， 不
安全因素相互叠加， 火灾、 燃爆
事故风险较高。

请广大市民注意家中用火、
用电、 用气安全， 不私拉乱接电

线， 不超负荷用电， 将打火机、
火柴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安全区
域， 长时间离家要注意关闭电源
开关 、 燃气阀门 ， 及时清理室
内、 楼道可燃堆物， 消除火灾隐
患。 市民进入山林景区， 要遵守
防火有关规定， 严禁烧烤、 野炊
生火、 随便吸烟， 防范森林火灾
发生。

关注交通安全风险 切忌违法驾驶
随着气温升高， 市民出行增

多， 重点公园景区、 大型商业综
合体周边、 山区道路及进出京高
速公路车流集中， 易造成拥堵，
交通事故易发多发。 请广大市民
密切关注天气预报、 交通路况信
息，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避开车流高峰。 出行尽量搭乘正
规的公共交通工具， 长途驾车前
务必保证充足睡眠， 认真检查车

况， 切忌疲劳、超速、违法驾驶。
在高速公路行驶， 要保持安全车
速和车距， 遇到拥堵路况切勿随
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请排队依
次通行。

在山区路段， 要注意靠右行
驶， 不可驶入逆行车道、 随意超
车 ； 在下山路段 ， 要控制好车
速， 遇特殊情况需要停车时一定
要拉好手刹， 防止溜车。

关注生产安全事故风险 提升作业人员安全意识
5月份， 本市企业生产、 市

政、 建筑施工、 道路运输继续维
持在高峰状态， 设备设施超负荷
使用、 人员疲劳、 假期思想松懈
现象凸显， 设备故障、 作业 “三
违” 问题增多， 生产安全事故风
险增大， 据统计， 2019、 2020年
5月份本市生产安全事故分别发
生13起、 10起， 均为全年最高。

请全市生产经营单位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 加强安全
检查和人员安全教育 ， 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提升作业人员安全
意识。

市政、 建筑施工、 危险化学
品生产储存、 有限空间作业、 液
化石油气使用等高风险领域单位
要根据自身事故诱发因素特点，
细化落实各项预防措施， 有效遏
制事故发生。

关注不利天气条件影响 避开地质灾害高发区域
5月份 ， 本 市 气 温 持 续 升

高 ， 降雨增多 ， 大风、 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 根据近十
年灾情统计， 5月份本市发生风
雹、 地质灾害数量较1至4月份明
显偏多。

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预

警信息 ， 减少 不 利 天 气 出 行 ，
在强对流天气来临前， 提前做
好临时构筑物、 农业设施加固 ，
及时收回外放物品。 降雨天气或
雨后进入山区， 要多多留意路边
岩体状况， 尽量避开地质灾害高
发区域。

“五一” 假期结束， 市民朋
友们又开始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学
习中， 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做
好健康调节和健康防护。

做好健康监测

注意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
身体状况， 尤其是有旅行史的朋
友更要做好自身健康监测， 如出
现发热、 干咳等症状， 应及时佩
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
诊， 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 接
触史和隔离观察情况， 便于及时
排查。 主动向单位报告你的发病
情况及旅行史、 接触史， 不要带
病上班。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要养成随身携带口罩的好习
惯。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电梯的
人员， 前往医院就诊人员， 有发
热或患呼吸道感染疾病的患者，
以及从事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等
高风险暴露人员， 建议应正确佩
戴口罩。年老及体弱者、有慢性疾

病患者外出时，建议佩戴口罩。

将各项防护措施融入日常生活

随时注意个人卫生， 养成勤
洗手、 常通风、 不聚集、 注意咳
嗽礼仪等健康习惯， 外出如洗手
困难， 可携带免洗手消毒液。 外
出就餐时， 应到正规餐馆就餐，
与其他人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

饮食调节也重要

注意饮食卫生， 逐渐调整饮
食习惯， 尽量少吃油腻的食物，
多吃些粗杂粮、 新鲜的蔬菜和水
果， 以及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
食物。 做菜少放盐， 进食定时定
量， 还可以适当减少进餐量， 给
自己的肠胃也 “放个假”。

做好情绪调节

在开始上班的前几天， 一定
要早收心， 让心情恢复平静。 同
时尽量减少外出， 避免熬夜。 可
以选择听些舒缓的音乐， 或阅读
书籍， 保持身心愉悦。 （午综）

假假期期结结束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