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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石狮市殡仪馆和石狮市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需要，自通知日起，位于青山变电站西南侧院东村

区域内坟墓，必须到所在村委会进行咨询和登记，并于

2020年6月20日前自行迁出，否则将视为无主进行处

理。特此通告

永宁镇人民政府
2020年5月23日

迁墓通告

●兹有刘明江不慎遗失世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石狮
分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金额：10000元，编号：
000420，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融均服装商行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
公司蔡丽凤不慎遗失展业证，号码：
02000135050080002017037612，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林薇容口腔科诊所不慎遗失放射诊疗许
可证正、副本，编号：卫放证字（2019）第35481-031号，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鼎燊酒行不慎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陈三敏（35058219790105852X）不慎遗失泉州
世茂新领域置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9日开具的
K1-1、K2-1地块9-12#210车位收据一张，金额：1700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厦门华丽设计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石

狮中梁荣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款收

据一张，编号：0102983，金额：254459元，特此声明作废。

房 产 信 息
厂房

标准厂房办公招租
石狮香江酒店后
面二至六楼带货
梯 1700平 方 米
15159538888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融均服装商行不慎遗失石狮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9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1MA2YK7PJ4H，

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融均服装商行
2020年5月23日

遗
失
声
明

遗
失
声
明

兹有石狮市小玲水吧奶茶店不慎遗失石狮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7年4月24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有效期限至2022年4月23日，负责人：张小玲，社会信

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2350581MA2Y4N698C，许可证编

号：JY23505810030316，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小玲水吧奶茶店

2020年5月23日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

者22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为进

一步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切

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促使网络空间更加清朗，国家网

信办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

期8个月的2020“清朗”专项行动。

据悉，近年来，全国网信系统

持续加大网络生态治理力度，深

入整治网上各类违法违规问题乱

象，舆论生态总体向好，网络治理

成效明显。但色情低俗、网络暴

力、恶意营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

等负面有害信息花样不断翻新，

极易反弹反复，严重污染网络生

态环境，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网

民反映强烈、举报不断。为回应

广大群众关切，国家网信办决定

今年继续开展“清朗”专项行动。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清朗”专项行动全面覆盖各

类网络传播渠道和平台，集中清

理网上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专

项行动将出重拳、用真招，对有令

不行、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依法

从严处理，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清朗”专项行动是网络综合治理

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任务，下一

步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完善

长效治理机制，坚决遏制网上违法

和不良信息蔓延态势。同时欢迎

广大网民、媒体和社会各界积极参

与，向网站平台和有关部门举报相

关问题，携手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关闭“开放天空”美国再损国际军控体系

资讯浏览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1日电
美国国务院21日发表声明说，美

国将于22日向《开放天空条约》所

有签约国递交退约决定通知，称继

续留在条约内已不符合美方利益。

这是继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和《中导条约》后，美方再次

选择脱离重大国际安全协议和条

约。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出

于以下考虑。

首先，美方认定俄方违约。

美国务院在21日的声明中说，美

国将在6个月后正式退出该条约，

除非俄方能重新履约。过去一段

时间里，美俄双方就违约问题一

直在打口水仗，双方也均曾对条

约执行加以限制：俄罗斯限制美

军机在加里宁格勒等地及对俄军

事演习进行侦察，美国则限制俄

方侦察夏威夷。

其次，美方已不再依赖条约允

许的方式获取俄方情报。条约中

允许使用的相机分辨度与目前商

用遥感卫星水平类似，而在合成孔

径雷达侦察方面，商用卫星的性能

甚至优于条约允许的水平。

第三，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

对国际军控体系持怀疑态度。在

其看来，军控机制对美国限制的

严苛程度远超别国，让美国“吃

亏”，而当前特朗普政府内部也缺

乏支持军控的建制派声音。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

署，2002年起生效，签约国包括美

俄和大部分北约国家。根据条

约，签约国可按规定对彼此领土

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该

条约被视作冷战结束后美欧与俄

罗斯之间构建互信的重要措施，

被认为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低

各方冲突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在6

个月缓冲期后选择正式退约，将

令美俄之间的互信进一步丧失，

相关军控体系前景黯淡。

针对美国的退约决定，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21日一

方面否认俄方违约，一方面批评

美国政府此前退出《中导条约》等

举动已经削弱了欧洲军事安全体

系，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将对这

一体系再次构成打击。俄国家杜

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

席斯卢茨基表示，这是美国政府

继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破坏军控

领域关键条约的又一举动，对欧

洲军事安全体系构成威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

《开放天空条约》是军控中“合作

监控”的成功案例，一旦因美国退

出而瓦解无疑是对全球军控体系

的一大打击。

此外，美国政府的退约决定

也有损美国自身及其欧洲盟友的

安全利益。美国得克萨斯州众议

员华金�卡斯特罗表示，《开放天
空条约》是一系列精心构建、可有

效防止核灾难的条约的一部分，

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将意识形态诉

求凌驾于美国人民安全之上。

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5月22

日证实，该公司一架载有约100人的

客机当天下午在巴南部港口城市卡

拉奇一处居民区坠毁。当地政府发

言人22日晚通过社交网络证实，目前

搜救人员已发现2名幸存乘客，搜救

行动仍在进行中。

当地媒体援引巴基斯坦国际航

空公司发言人阿卜杜拉�哈菲兹的话
报道说，这架空客A320客机准备降

落时，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

居民区坠毁。

哈菲兹说，这架客机于当地时间

13时08分从巴东部城市拉合尔起飞，

在飞行员向真纳国际机场控制中心

报告出现技术故障后，客机于14时37

分与机场控制中心失去联系，14时45

分坠毁。

报道说，安全部队、警察和救援

人员已抵达坠机现场展开救援。救

援人员认为，可能有多名地面人员在

事故中遇难。

事故发生地附近居民乌迈尔�穆
尔塔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坠机事故

发生时，他正在家里。当他听到一声

巨响出门查看时，发现飞机已经坠

毁。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22日表

示，根据巴方提供的乘客名单，初步

核实机上没有中国公民，进一步情况

还在核实中。

为防控新冠疫情，巴基斯坦今年3

月宣布停飞国内客运航班，直到本月

16日才恢复国内部分客运航班的运

营。

（新华）

巴基斯坦一客机在居民区坠毁

国家网信办启动2020“清朗”专项行动

●国家外汇管理局5月22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银行结售
汇顺差148亿美元，其中，银行代
客结售汇顺差120亿美元。4月，
我国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涉
外收支重现净流入，实现顺差49
亿美元，此前的3月表现为逆差。

●新冠肺炎疫情对台湾就业
冲击继续发酵。台当局统计部门5
月22日公布，4月失业率达4.03%，
连续3个月上扬，创近7年同月新
高，较上月上升0.31个百分点，增幅
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高。

●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5
月2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原定
今年在昆明市举行的2020年联
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延期举
办，时间待定，地点不变。

●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21
日表决批准总统特朗普对肯尼
思�布雷思韦特出任美国海军部
长的提名。今年3月，特朗普提
名他出任美国海军部长。

●马来西亚总理府5月22日
发表声明说，总理穆希丁20日主
持了一场会议，一名与会者现已
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穆希丁将
居家隔离14天。 （均据新华社）

5�20是中国母乳喂养日。都说
喂母乳长大的孩子抵抗力强，消化

系统好，可母乳喂养的正确姿势和

时间，宝妈们都清楚吗？开奶的正

确方式，宝妈们都了解吗？在母乳

喂养日当天，石狮市总医院产科的

医护人员走进每个产房，教新手妈

妈们如何对小宝宝进行正确喂养。

医护人员对于新手妈妈都有一

个建议：珍惜初乳，不要错过喂养机

会。产妇在生产后最初几天分泌的

乳汁叫初乳，虽不多但营养成分很

高。初乳中蛋白质含量高于成熟

乳，且含有较多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乳铁蛋白、丰富微量元素、抗菌因

子、生长因子和溶菌酶，有利于增强

宝宝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初乳被

人们称为第一次免疫，对宝宝的生

长发育具有重要意义。准妈妈们一

定要珍惜自己的初乳，尽可能不要

错过给宝宝喂养初乳的机会。

此外，母乳的营养成分也会随

时间而发生变化，分为初乳、过度

乳、成熟乳、晚乳四个阶段。如果妈

妈能了解自身的母乳质量，就能在

各个阶段相应调整优化喂养，真正

满足宝宝成长所需营养。（高荣芳）

本报讯 近来，细心的市民发现：现
在无论想在哪家公立医院看病，都只需

关注微信公众号“石狮市医院”就可实

现。石狮市总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实际上是石狮市总医院惠民便民服务

平台的升级改版，今后市民预约就诊、

充值缴费、查询报告更加便利，免去基

层医院、总医院之间来回奔波。

通过微信公众号“石狮市医院”如

何预约基层医院？以石狮市永宁镇卫

生院为例，市民需关注微信公众号“石

狮市医院”，点击就诊服务，往下拉找

到石狮市永宁镇卫生院，找到“充值缴

费”门诊充值或住院充值，进入门诊充

值或住院充值，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

确定，确定后选择充值金额，点击“立

即充值”，支付后即可。其他几家分院

的操作方法相同。

石狮市总医院惠民便民服务平台

升级改版后，主要实现以下四大功能：

统一门户，基于石狮市总医院微信

公众号，完成用户移动端服务入口的整

体设计与开发建设，并实现总医院体系

内部全部医疗卫生机构的接入上线。

统一预约，完成总医院统一号源池建

设，实现总医院体系内所有医疗卫生机

构门诊号源的接入，并经由统一门户对

外开放，实现区域统一预约。统一缴费

入口，通过对接石狮市总医院体系内各

家医疗卫生机构的院内收费系统，实现

各家机构预交金账户、移动在线充值入

口的统一。统一报告查询，通过对接石

狮市总医院体系内各家医疗卫生机构

的LIS系统、PACS系统，实现医技检查、

生化检验报告的统一查询。

据悉，石狮市总医院惠民便民服

务平台的升级改版，是我市医疗卫生

体系提升暖心服务的一个缩影。此

前，线上免费咨询，市总医院通过线上

平台与省专家进行远程会诊，推出看

病“全预约”模式等，对于提高市民就

诊效率、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等发挥

了不小的作用。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蔡嘉文）

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石狮市医院”

可实现全市公立医院预约就诊

本报讯 石狮市总医院临床营养科

医生表示，现在只要家里有读书郎，家

长们看到孩子学业负担重，就想着从饮

食上着手，易导致对营养“太重视”的现

象。具体表现在，一味地给孩子摄入高

脂肪、高蛋白食物，加上现在学生普遍

运动量不足、喜好含糖饮料，导致青少

年肥胖症发生率逐年升高，同时出现了

明显的营养不均衡、龋齿等情况。

全市存在不少学生肥胖人群

“据了解，我市高考体检学生中就

有不少学生存在高血压情况，其BMI大

多大于23.9，有的甚至超过28。”体检医

生表示，这意味着这些学生存在着超重

或肥胖的情况。影响更大的是，青少年

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很容易在

成年后罹患心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

病、肝胆疾病等慢性病。

为改善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

预防慢性病的发生，国家卫健委启动了

“三减三健”专项行动，倡导健康的生活

方式。“三减”：减少盐类摄入、减少糖类

摄入、减少油脂摄入；“三健”：倡导健康

口腔、倡导健康体重、倡导健康骨骼。

石狮市总医院临床营养科给出几点建

议，教学生如何做到“三减”。

对于“三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中建议，健康成人每人每天食盐

摄入量不超过6克，2~3岁幼儿摄入量

不超过2克，4~6岁幼儿不超过3克；食

用油是成人每天每人20~30克，7~10岁

儿童不超过4克；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

控制在50g以下，最好控制在25g以下，

糖摄入量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

下。

做到“三健”健康成长

“三健”是我们平时比较少提及的，

首先做到健康口腔。牙齿健康的标准

是：牙齿整洁、无龋齿、无痛感，牙龈色

泽正常，无出血现象。想要做到健康口

腔，医生建议：定期进行口腔健康检

查。对于小学生，恒牙刚刚发育完成，

及时进行窝沟封闭是预防龋齿不错的

手段。此外，在三餐后及时漱口，尤其

是在餐后、食用零食、饮用碳酸饮料后，

应及时用清水漱口，清除食物残渣。在

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分别刷1次

牙，使用含氟牙膏、牙线等口腔保健用

品也是不错的选择。减少食用糖量高

或黏度大的食物，如馒头、饼干、蛋糕、

巧克力等。

其次是健康体重。肥胖对身心健

康非常不利，不仅会增加冠心病、脑卒

中等心脑血管疾病及糖尿病、痛风等内

分泌代谢疾病，还会引起呼吸、消化、运

动系统功能障碍甚至诱发癌症。医生

建议均衡营养。每天应摄入12种以上

食物，一周累计达到25种以上，其中应

包含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

类、大豆坚果类等。尤其是学生处于发

育期，应保证鱼、禽、蛋、瘦肉、奶、大豆

及其制品等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三餐

定时定量，少吃烟熏、腌制等制品，少吃

或不吃肥肉等脂肪含量大的食物，坚决

杜绝食用野生动物，少吃或不吃零食。

坚持有规律的锻炼。学生应该做

到每天运动累计至少60分钟中等强度

及以上的运动，每周至少三次有助于强

健骨骼和肌肉的运动，五次以上柔韧练

习，拉伸、压腿等柔力练习和慢跑、骑自

行车、游泳、跳绳、健身操等有氧运动及

俯卧撑、引体向上、哑铃操、仰卧起坐等

抗阻力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增加户

外活动时间，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晨

跑、课间操等活动。同时避免久坐，保

证充足的睡眠。

最后是健康骨骼。为此，医生建议

要摄入足够的营养。摄入富含钙、维生

素D、不饱和脂肪酸Omega-3和适量蛋

白质对预防骨质疏松有益。学生正处于

生长发育阶段，均衡的营养不止对体重

的保持有好处，对骨骼的生长发育也有

好处。适量运动，增加日光照射，少喝

或不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不嗜烟、酗酒。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蔡晓心 郭焕刚）

5�20中国学生营养日：

学生营养要均衡 保证口腔、体重、骨骼健康

本报讯 近日，石狮市总医院

肥胖门诊已正式开诊。该院

内分泌风湿科医生何闽、

施龙灵坐诊，为肥胖患

者提供诊治意见。

肥胖，我们通

常用体质指数进

行判定。体质指

数（BMI）=体重

（kg）÷身高（m）

的平方。我国

的标准是18.5≤

BMI<24kg/m2 为

正常体重范围；

24≤BMI<28kg/m2

为超重；BMI≥28kg/

m2为肥胖。

施医生表示，来医

院就诊的患者，单纯性肥胖

占比95%，这类肥胖患者主要

有减重、塑形的需求；剩下的一

部分肥胖患者，可能合并高血

压、糖尿病、痛风、睡觉打呼噜、

关节受累，女性肥胖伴有月经不

调、不孕不育等症状，需要进行

综合性治疗。

石狮市总医院肥胖门诊能

提供的服务，包括诊断患者是否

为肥胖，通过筛查，确定是单纯

性还是继发性肥胖，后期提供肥

胖症门诊筛查、住院治疗服务

等。

“其实，肥胖的健康治疗方

式主要是通过饮食和运动，加上

心理疏导，最难的在于患者长期

的坚持。”施医生表示。

从饮食上来说，施医生提供

几种膳食模式。一是有限能量

平衡膳食，限制能量摄入的同时

保证基本营养需求的膳食模式，

比如在目标摄入量基础上按一

定比例递减（减少30%~50%）。

二是采用高蛋白膳食。蛋

白质的供给量一般为占供热比

的20%以上，或至少在1.5g/kg体

重以上。对于单纯性肥胖以及

合并血脂异常者采用高蛋白膳

食，相比于正常蛋白膳食更有利

于减轻体重及改善血脂情况，并

有利于控制减重后体重的反

弹。医生提醒，合并慢性肾病患

者应慎重选择高蛋白饮食。

三是地中海饮食。以大量

植物性食物（蔬菜水果、五谷杂

粮），适量鱼或禽类肉、奶制品，

少量红肉、甜品，及以橄榄油作

为主要膳食脂肪来源的饮食风

格。

施医生表示，运动对减肥的

影响取决于运动方式、强度、时

间、频率和总量。有氧运动每周

150分钟以上（每天30分钟以

上）；更高强度的体力运动每周

200~300分钟并长期坚持1年以

上以维持体重下降及防止减重

后的体重反弹。施医生介绍，饮

食结合运动的减重效果更加显

著。

心理上的调整也是必不可

少的。施医生认为，通过调整超

重和肥胖患者的生活环境及心

理状态，帮助肥胖患者理解和认

识体重管理、肥胖及其危害，从

而才能让患者作出行为改变。

（记者 高荣芳）

“5�11”世界肥胖日：

肥胖是种病，得治！

“5�20”中国母乳喂养日
珍惜初乳
不错过喂养机会

客机坠毁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