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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葡萄、 苹果、 草莓、 樱桃、
水梨、 柑橘等采收时已经成熟的
水果， 如果直接放在室温环境下
会很快过熟、 烂掉； 直接放冰箱
又容易流失水分。 最好的方法就
是先用纸包住 ， 再装袋放入冰
箱。 这样既能防止冰箱吸收水果
水分， 又能避免水气凝结滋生细
菌、 发霉。

西餐厅做披萨， 和面时会加
黄油， 一般为面粉量的10%， 如
果是肉馅披萨， 脂肪含量更高。
数据显示， 披萨单片 （一角） 热
量约250-280千卡， 吃完后摄入
的热量需要快走45分钟左右才能
消耗掉。 如果特别喜欢吃披萨，
建议尽量点尺寸小的； 在各种口
味搭配中， 蔬菜的热量最低， 其
次是瘦肉、 水果、 海鲜的， 最高
的是培根、 香肠、 鳗鱼的。

人在完全空腹的时候， 胃容
量大约有50-100毫升；正常吃饱
饭后 ， 胃容量可以达到 1200-
1600毫升。换言之，人在空腹和饱
腹的情况下， 胃容量差异可高达
20倍。在胃部没有疾病的状态下，
理论上讲， 胃容量的变化范围是
相对恒定的， 不会永久性地变大
或变小。

单侧交替擤鼻涕

6类水果放冰箱最好包层纸

消耗一角披萨热量需快走45分钟

胃不会越饿越小

擤鼻涕不要捏住两个鼻孔一
起擤， 以免在反作用力下， 把细
菌病毒吸入鼻腔深处， 引起鼻腔
炎。 擤鼻涕用力过猛， 还可能引
起流鼻血、 头痛。 正确的方法是
单侧交替 ： 用手指压住一侧鼻
孔， 稍微用力， 擤出另一侧鼻孔
的鼻涕， 交替进行。 另外， 不要
用手或棉签抠鼻子。

近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将
“追溯” 思维运用到食品生产企
业检查中， 通过严查企业进货查
验记录 、 生产 过 程 控 制 记 录 、
检 验 记 录 、 贮 存 及 交 付 控 制
记录 、 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
回记录等全过程食品安全信息，
全面了解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建立情况， 确保丰台区食品生产
企业生产的产品来源可追溯、 去
向可追踪。

一是严查 “进货段”， 确保
来源可追溯。 检查企业生产用食
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
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
录， 实现食品来源可追溯、 风险
可管控。

二是严查 “生产段”， 实现
过程可控制。 查看企业生产用食
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包装
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贮存、 出库
等相关信息， 生产过程关键控制
点相关记录 (包括工艺参数、 环
境监测等) 等， 全面掌握企业原
辅料来源和使用情况， 确保发生
食品安全问题时原因可查清、 责
任可追究。

三是严查 “出厂段”， 实现
去向可追踪 。 检查企业成品入
库、 贮存、 出库、 销售等相关信
息和食品出厂检验记录等相关记
录， 全面掌握食品销售方向， 确
保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 产品可
召回。 （姬保英）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
发展， 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为了快速便
捷， 不少人办理金融业务时会选
择通过金融APP来完成。 但一些
不法分子也通过假冒金融类APP
实施诈骗 。 消费者如不注意辨
别， 很容易上当受骗。 对此， 北
京银保监局提示消费者 ， “三
不 ” 记心头 ， 谨防假冒金融类
APP诈骗。

■案例

消费者孔某接到自称是某消
费金融公司客户经理宋某的电
话， 声称可以为孔某办理贷款。
孔某同意后， 通过宋某发送的链
接下载了伪造的某消费金融公司
APP， 并根据APP的指引完成操
作并获取伪造的5万元授信额度。
随后， 宋某编造多种理由引导孔
某向某个人账号先后转账 5000
元。 等到孔某追问贷款情况时，
宋某便销声匿迹。 孔某找到该消
费金融公司进行投诉后， 方知自
己上当受骗。

■分析

本案例中， 不法分子的诈骗
套路为： 以消费金融公司的名义
制作伪造的消费金融APP， 诱导
消费者下载伪造的APP并申请借
款 。 消费者从伪造的消费金融

APP获得授信额度。 不法分子以
发放贷款为诱饵， 诱导消费者先
缴纳一部分操作费、 保证金等。
对于急需用钱的消费者， 通常都
会按照不法分子的要求缴纳资
金， 以便能顺利获得更大金额的
贷款。

■提示

北 京 银 保 监 局 提 示 消 费
者 ： “三 不 ”记 心 头 ，谨 防 假 冒
金融类APP诈骗 。

一是不随意下载假冒金融类
APP。 不点击不明链接， 不随意
在 不 明 网 站 下 载 假 冒 金 融 类
APP。 凡是非正规金融服务都要
远离， 凡是有金融需求都要找正
规金融机构， 可通过拨打金融机
构官方客服电话或前往金融机构
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办理。

二是不盲目支付所谓前期费
用。 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正式放款
前是不会向借款人收取任何费用
的。 消费者应擦亮双眼， 遇到需
要提前收费的所谓金融公司， 请
提高警惕 、 及时核实 、 迅速远
离， 避免上当受骗。

三是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 消费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
切勿自乱阵脚， 要保持冷静， 及
时留存相关证据， 第一时间拨打
报警电话， 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
身权益。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三段法”推进食品生产全程追溯检查

·广告·

识别假冒金融类APP诈骗
“““““三三三三三不不不不不”””””记心头

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
报告的地区旅行

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
的地区旅行。 中高风险及有病例
报告的地区进（返）京人员要自觉
配合道路卡口、高铁、机场等公共
交通场所检查， 及时主动向所在
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配合
并支持相关排查、 隔离、 核酸筛
查、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

提前规划错峰出行

出行前， 到政府相关网站提
前了解目的地病例报告及中高风
险地区情况， 随时了解疫情及防
控信息， 注意查询目的地相关防
疫政策。 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中国
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进
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
查询各地防疫政策措施。

出行前应准备充足的口罩、
免洗手消毒液等防护物资。 尽量
避开热门景点， 实行网上预约、
错峰出行。 各景区、 景点也要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以京郊游和中短途旅游为宜

建议前往人员较少的空旷地
带、 郊野公园等处游玩， 以家庭
游为主 ； 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
状 ， 应避免外出 ； 老人 、 慢性
病、 孕产妇等特殊人群， 不建议
安排远行。

提倡出游前全程接种新
冠疫苗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最有效
的措施。 北京于7月20日已启动
高中阶段 （15-17岁） 人群接种，
8月初启动初中阶段 （12-14岁）
人群接种。 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因

为出游错过疫苗接种。

减少不必要的聚会

不宜举办或参加人员较多的
聚餐聚会 ， 避免在密闭空间聚
会， 活动尽可能简短并注意开窗
通风。 参加活动的人员要做好个
人防护， 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
杜绝带病聚餐聚会。

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佩戴口罩， 尽量不去人
群密集、 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不
扎堆， 不聚集， 自觉遵守防疫措
施， 在商场、 超市、 酒店、 影剧
院、 体育场、 公交车、 地铁、 机
场候机室等公共场所， 配合做好
戴口罩、 验码测温、 保持安全社
交距离等防控措施。

要保持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

勤洗手，常通风。 饭前便后、
触摸眼、口、鼻之前，接触垃圾、排
泄物之后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
手， 不方便洗手时可使用免洗手
消毒剂。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
纸巾遮掩， 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
好弃置于垃圾箱内。不随地吐痰。

合理膳食注意卫生

外出游玩期间不要暴饮暴
食， 规律用餐， 合理膳食， 推荐
饮用晾凉的开水或正规企业生产
的瓶装水等。 选择有资质的餐饮
单位就餐， 注意饮食卫生， 倡导
使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拒
绝食用野味。

避免与野生动物密切接触

外出游玩时 ， 增强防病意
识 ， 避免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
触。 如必须接触， 也应注意做好
必要的个人防护， 避免感染人兽
共患疾病。

返程做好健康监测

旅游归来后， 应密切关注自
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 如出现发
热、 干咳、 乏力等可疑症状， 要
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
诊就医， 不要自行用药， 不要到
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 以免延误
诊疗。 就诊时不建议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不要带病上班， 并向单
位报告旅行史、 接触史及身体异
常情况。 （午综）

北京疾控提醒您

中秋国庆乐团圆
防控措施勿放松

中秋国庆将至， 秋高气爽， 是旅游出行的好季节， 但人员往来频繁， 流动性大， 增加了呼吸道、 肠
道等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近期，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病例零星散发， 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
疫情防控工作严峻复杂， 不能有丝毫松懈。 市疾控中心提醒， 市民朋友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继续增强防护意识， 健康安全度过中秋国庆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