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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艾比斯

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贝贝鱼童装不

慎遗失石狮泰禾商业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的意向金收

款收据，号码：0015762，金

额：5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华珍不慎遗

失石狮泰禾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

金 收 款 收 据 ，号 码 ：

0000140，金额：2000元，开

票日期：2017年11月13日，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华珍不慎遗

失石狮泰禾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履约保证

金 收 款 收 据 ，号 码 ：

0000141，金额：5327.92元，

开票日期：2017年11月13

日，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许华珍不慎遗

失石狮泰禾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水电周转

金 收 款 收 据 ，号 码 ：

0004606，金额：300元，开票

日期：2017年11月13日，特

此声明作废。

人才市场

遗失声明

分 类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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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客户须带本人或单位

有效证件办理刊登事宜；

广告须刊前付款。

旺铺
幢楼出售

港塘香塘路5间半
店面6层2046m2带
电梯出售，交通便
捷。13805917018

套房出售
九二路新光大厦156
平方米三房二厅四卫
售46万元，新装修赠
家电，有电梯停车场拎
包入住13506054987

套房

房 产 信 息

兹有石狮市新隆生化工贸

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2001年10月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505812010591，特此声
明作废。
石狮市新隆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日

遗失声明

对于减肥者们来说，代餐或是

新宠；但在营养师看来，只有合理

利用代餐，才能帮助减肥者健康瘦

身。

在某宝网页输入“代餐”，页面

自动跳出“代餐饱腹食品”“代餐奶

昔”“代餐饼干”“代餐面包”等一系

列选项，选择代餐饱腹食品，记者

发现价格从几元到上万元不等，据

数据显示，购买人数达“数十万人”

“数万人”的产品不少。

据悉，代餐食品是指为了满足

成年人控制体重期间一餐或两餐

的营养需要，代替一餐或两餐，专

门加工配制而成的一种控制能量

食品。“合理使用代餐产品，不仅不

会伤害我们的身体，还有助于我们

达到减肥的目的。”石狮市总医院

临床营养科郭医生介绍。

购买前 检查代餐产品是否达标

2019年11月，中国营养学会

发布了相关标准。根据该标准减

肥人群可检查自己购买的代餐产

品是否达标。

郭医生介绍，购买类似产品

时，减肥人群要了解一些数据。团

标中指出，代餐食品每餐所提供的

能量应大于等于835千焦（200千

卡），不高于 1670千焦（400千

卡）。“在蛋白质部分，代餐食品中

蛋白质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的

25%—50%。”蛋白质质量要求应

以牛奶蛋白或鸡蛋蛋白为参考蛋

白。脂肪方面，代餐食品中来源于

脂肪的能量不应超过总能量的

30%；来源于饱和脂肪的能量不应

超过总能量的10%，不得使用氢化

油脂。亚油酸供能比不低于

3.0%。

仅靠代餐食品减肥有危害

“肥胖的人群减肥的饮食原

则应在控制总能量的基础上做到

均衡膳食，在一般情况下，减肥的

速度以每月2—4公斤为宜。”郭

医生表示，市场上形形色色的代

餐产品，由于厂家生产技术与健

康理念的不同，所注重的营养价

值也有所不同。成分表里一餐的

能量大都在100—150千卡之间，

正常人一日的能量需要量大约

1800千卡。一日三餐只靠代餐来

解决，能量的摄入远远低于需要

量。“无论如何，减肥膳食一日能

量不能低于1200千卡。”否则，体

重下来了，人的免疫力也会跟着

下来。

所以，若是减肥人群仅靠代餐

来节食减肥，容易造成营养不良，

且效果并不能持久，后期容易反

弹，还会造成肌肉和骨质流失；摄

入的能量不够达标，加上较少面部

肌肉的运动，对口腔及消化道的锻

炼减少，易出现相关退行性改变。

合理利用代餐 减肥才能更健康

“代餐产品适用于辅助减肥，

而且要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前可

以先咨询医生或营养师。”鉴于代

餐粉、代餐棒、代餐奶昔、代餐粥等

多种形态的代餐产品，减肥人群容

易“挑花眼”，郭医生提出以下建

议：

选择代餐产品时，应根据自己

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口味及脂肪

含量相对较少的产品，并在食用前

先详读使用说明，了解所食用的产

品热卡，并根据热卡搭配该产品相

对不足的天然食物，在实现营养均

衡的基础上，发挥代餐的效果。

粗细搭配。在使用代餐产品

时，巧妙地选用燕麦、薯类等粗粮

搭配，在增加饱腹感的同时，也不

会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而担心

肥胖，也可同时搭配一份奶类或奶

制品等优质蛋白质，不失为一份合

格的营养瘦身餐。

增加果蔬摄入。虽然代餐产

品中已经添加膳食纤维，但代餐

产品的膳食纤维及营养素矿物质

成分还不够达标，代餐时搭配新

鲜果蔬更有利于代餐食品发挥作

用。

保证充足蛋白质。可在代餐

期间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代

餐产品蛋白质含量普遍都比较高，

但在把代餐食品作为辅助减肥食

品的情况下，保证蛋白质的充足也

至关重要。

郭医生还提醒，代餐食品只适

用于需要控制体重的成年人，孕

妇、哺乳期妇女、婴幼儿、儿童、病

人及老人不适宜食用；不宜替代全

日食物食用。一般服用代餐的时

间建议不超过12周，如需长期食

用应咨询医生或营养师。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郭焕刚）

文胸，俗称“胸罩”，有些

年轻女性也喜欢称呼它

“Bra”。它是女性同胞们每天

必须要亲密接触的内衣，但大

家又往往忽略它，认为可以穿

就行，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

朋友们更是随意。

“虽然文胸是否合适对乳

腺癌的发病没有影响，但也给

乳房健康带来风险。”石狮市

总医院乳腺科医生许文宏介

绍说，如果文胸罩杯过小，会

导致乳房疼痛；如果文胸最下

面一圈的束带太松，会增加肩

带对肩膀的压迫，导致压力性

头痛。合适的文胸可以改变

女性朋友穿衣服的外观，增加

舒适度，改变当天的心情，减

轻穿文胸的痛苦，并且可以限

制乳房的过度移动，防止乳房

下垂。

市面上的文胸类型多种

多样，那女性同胞们该如何选

择适合自己的文胸呢？首先，

要知道自己所穿文胸的尺寸；

其次，要选择没有胸垫及钢圈

的文胸；再者，要了解市面常

见的几款文胸的作用，以便于

自己作出选择。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文

胸专卖店，了解到了以下几种

常见的文胸：

T恤文胸、集中型文胸、拼

接型文胸、肩带可拆卸文胸、

无钢圈文胸、无内衬文胸等。

最后，许文宏强调说，经

常检查文胸大小是否合适对

乳房健康非常重要，但是，时

刻注意乳房自身的变化也很

重要。 （王秀婷）

相 关 链 接

女性朋友将所测量数值

对照上表选择最接近的整数，

即得出内衣型号。

测量方法：
1.可以用软尺沿乳房下

缘测量下胸围。2.测量时注

意软尺需平行于地面，不要倾

斜。由于下胸围受呼吸影响，

测量时深呼气末的数值即最

小数值，是最合适女性的下胸

围。3.测量乳房最丰满部位

的胸围为上胸围。4.下胸围

为文胸尺码，上胸围减去下胸

围所得差值为罩杯大小。

本报讯 7月28日是第十个“世界肝炎日”。石狮

市总医院重症医学科张医生介绍，肝炎、肝硬化、肝

癌“三部曲”总是会上演，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

人对肝炎了解不充分，还存在一些偏差，其中最常见

的肝炎有三种：乙肝、酒精性脂肪肝、药物性肝损伤。

目前，乙肝仍是我国第一大肝病。“母婴传播是

乙肝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故婚检、产检是非常必要

的；必要时孕妇可服用抗病毒药物以达到母婴传播

阻断目的。”张医生介绍，乙肝感染者定期检测是必

要的，尤其是有肝硬化或肝癌家族史。他认为，抗病

毒治疗是乙肝治疗最重要的措施，一旦有适应症，应

积极抗病毒治疗，不能单纯“保肝降酶”。丙肝的治

疗与乙肝类似。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和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发

病率同样很高，长期饮酒者、肥胖者，应定期到专科

进行相关检查。”张医生认为，戒酒、减肥是最主要的

治疗措施。

“药物性肝损伤是容易被人忽视的肝病，同样可

以引起肝衰竭等严重后果。”所以长期服药者，如止

痛退烧药、抗生素（包括抗结核）、抗肿瘤药物等，定

期到专科进行相关检查是必要的。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中药、中成药等绝非“无任何毒副作用”。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张传朓）

合理利用代餐
减肥才能更健康 本报讯 8月2日，将有多位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专家莅临我市举办学术讲座，并同时开展

大型义诊活动，义诊地点为石狮市总医院门诊楼一

楼外科一区、二区，时间为8月2日上午8:00—11:

00。

据悉，此次义诊范围涵盖神经外科、脊柱外科、

神经内科、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心脏外科、心内科

等。医院提醒前来参加义诊的朋友戴好口罩，到门

诊一楼客服中心拿号排队，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指引，

并携带就诊卡、病历资料、影像资料就诊。

当日前来义诊的专家包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春美，神经内科副

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邹漳钰，尿外科

副主任医师李梦强，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方军，血管

外科高年主治医师洪登科，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

锐，心脏外科专家邱智煌。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吴建阳）

多位专家
将莅石义诊

7月28日第十个“世界肝炎日”
积极治疗

主动检测 遏制肝炎危害

本报讯 8月1日起，锦尚镇卫生院为锦尚

镇辖区居民提供9个免费名额，对符合条件的

患者进行免费康复治疗，每个患者治疗免费周

期为4周。

此次，锦尚镇卫生院中医科治疗团队为解

决中风病人康复难，补上社区康复的短板，与石

狮市总医院中医科和康复科联合推出中风康复

的社区方案。

9名患者入选标准为：脑梗塞、脑出血、脑外

伤等中枢系统疾病和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病

程在半年以内（请携带病历及相关检查报告）；

可配合医师的规范治疗、随访和录像工作；年龄

在70岁以下。对于符合治疗标准的患者，该院

对其在治疗期间的康复治疗全部免费，具体治

疗项目有中药冷热浴、针灸、神经肌肉电刺激

等。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黄滨滨）

这家医院将为9名符合条件
的患者免费康复治疗

供女性朋友
参考的文胸
型号表：

美国会推迟大选日期吗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提

出推迟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

日期的可能性，理由是邮寄投票

将使大选结果“不准确”和“具欺

骗性”。但随后他又称不希望推

迟选举。特朗普这番表态所为何

在？美国会推迟大选日期吗？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

邮寄投票是一场灾难，是外国干

预（美国）选举的一种简单方式。

他声称，通过广泛的邮寄投票，

“2020年将是历史上最不准确和

最具欺骗性的选举。这将使美国

非常难堪。”但特朗普未就他关于

邮寄投票的说法提供证据。

特朗普随后以问句形式提

出：“推迟选举，直到人们能够适

当、有保障地、安全地投票？？？”

在遭到广泛反对之后，特朗

普当天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

说：“必须在选举夜知道选举结

果，而不是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之后！”邮寄选票计票通常比现场

投票计票慢。

此外，特朗普在当天下午的

白宫记者会上说：“我想看到（选

举）日期变更吗？不。但我不想

看到一场不公正的选举。”

眼下，距离美国大选不足百

日，美国新冠疫情却仍在恶化中。

民调显示，由于对疫情和种族不平

等问题应对不力，一段时间以来，

特朗普在全国主要民调和关键摇

摆州民调中支持率显著落后于其

民主党对手、前副总统拜登。疫情

也使得两党选战难以按照传统方

式展开，这对擅长大规模竞选集

会造势的特朗普不利。

近些年来，美国大选邮寄投

票比例趋升，但远远低于现场投

票。受疫情影响，今年预选阶段

多州邮寄投票比例激增，普遍预

期11月大选时邮寄投票选民人数

将达美国历史最高水平。民调显

示，共和党选民更倾向于现场投

票，而民主党选民因疫情原因更

倾向于邮寄。如果邮寄选票数量

足够庞大，即便现场投票特朗普

占优，选举最终结果也可能发生

逆转。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30日

称，特朗普提出推迟大选可能犯

了一个“战术错误”，表明他“竞选

连任的弱势地位”，“一个处于强

势地位的人永远不会提出这样的

建议”。另有分析人士认为，特朗

普并未当真指望选举能被推迟，

而是在为质疑可能对他不利的选

举结果作铺垫。此外，面对疫情

和经济跌幅双创纪录，制造新的

新闻热点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转

移选民注意力。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总统选

举日期、地点和方式的权力归国

会参众两院所有，且国会有权进

行修改，而总统没有这些权力。

因此，在法律层面，特朗普没有权

力推迟总统选举。由于国会众议

院由民主党掌控，特朗普推迟选

举的可能性非常低。

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担忧可能

出现邮政部门延误或选民填写选

票失误等情况，导致大量邮寄选

票无法被计票。也有不少美媒担

忧，如果选举结果较为接近，可能

引发对选举结果合法性的争议。

针对特朗普对邮寄投票的抨击，

拜登不久前表示，特朗普可能以

此为借口“间接地窃取选举”。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30日电 俄罗斯驻埃及大

使鲍里先科30日表示，俄罗斯无意在利比亚建立军

事基地。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日援引鲍里先科的话报

道说，俄方从未向利比亚相关方面提出过建立军事

基地或海军舰船停泊点等要求。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扎伊采夫30日在

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和土耳其近期计划在莫斯

科就利比亚问题进行会谈，将讨论利比亚停火和划

分停火线等问题。

分管中东事务的俄外交部副部长博格丹诺夫此

前表示，俄坚决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调解利比亚冲突，

愿推动冲突各方达成解决利比亚问题的方案。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7月30日
电 墨西哥国家地理统计局30日公

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第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跌

17.3%，同比下跌18.9%。

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墨

西哥第二、三产业同比分别下跌

26%和15.6%。第一产业同比下

跌0.7%。墨国家地理统计局局长

胡里奥�桑塔埃利亚表示，这是墨
西哥自上世纪90年代公布相关

统计数据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

缩。

自墨西哥政府5月底宣布陆续

开启复工复产措施后，墨西哥经济

出现向好势头。今年6月，墨西哥

出口大幅增长。分析机构指出，尽

管当前墨西哥国内市场仍较脆弱，

但出口显示出积极迹象，今年7月

至8月墨西哥经济或将继续呈现复

苏势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6月预

计，2020年墨西哥经济将下滑

10.5%。

俄表示无意
在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

据新华社贝尔格莱德7月30日
电 塞尔维亚第二座由中国企业参

与设计并捐赠设备的“火眼”病毒检

测实验室落成仪式30日在塞南部

城市尼什举行。

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卫

生部长隆查尔以及中国驻塞大使陈

波等出席落成仪式。布尔纳比奇对

中方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尼什实验室是塞尔维亚第二座

“火眼”实验室，全部设备由中国紫

金矿业捐赠，中国华大集团提供设

备供应、实验室设计以及技术方面

支持。首座“火眼”实验室4月20日

在塞首都贝尔格莱德落成并投入使

用。两座实验室合计每日最大检测

量为3000份样本。

塞尔维亚
第二座“火眼”
病毒检测实验室落成

墨西哥遭遇近30年最严重经济萎缩

美国“毅力”号火星车
进入“安全模式”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30日
电 美国航天局30日表示，当

天发射的“毅力”号火星车在升

空一段时间后进入“安全模

式”，原因可能是“毅力”号在处

于地球阴影中时有的部分温度

过低。据介绍，当探测器进入

“安全模式”时，除基本系统外

的所有系统都将关闭，直到接

到任务控制团队的新指令。探

测器在发射和飞行中的节奏很

快，一直在动态变化，一旦机载

计算机感知到不在预设参数内

的状况，探测器就会进入“安全

模式”。目前“毅力”号所有温度

均已正常，它已离开地球阴影

区。任务团队正在对“毅力”号状

况进行全面评估。美国航天局局

长布里登斯廷表示，任务团队收

到了“毅力”号的遥感勘测信号，

同时也能够向其发送指令，

“毅力”号正继续前往火星。

7月30日，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
奇（右二）视察新落成的“火眼”病毒检测
实验室

女性穿对内衣 有益乳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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