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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不要掉入养生“谣言”这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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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2014年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从呼市地税二分局领用税收缴款书 (代

扣、代扣专用)领用00011634-00011683

共50份票证，其中00011659和00011660

两张报查联遗失。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市政工程管理局

装修招标公告
永安财险内蒙古分公司职场装修，现向社会公开招标。
一、招标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永安财险内蒙古分公司职场装修项目；2、建设地点: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南路天泰董事汇1号楼；3、装修面积：
1255.5m2；4、工期：30天。
二、报名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2、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装修装饰工
程专业承包资质；3、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书；
三、报名须知：
1、报名时投标人须携带以下材料：法人证书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开户许
可证、（以上证件要求带原件留复印件，复印件必须加盖企业
公章）。2、报名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财富大厦
B座4楼403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471-3290613
传真：0471-32906183、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5月30日。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

5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为爱放价：3199元/人买一赠一（仅限前10名）
发班日期：5月26号/29号

华贵升级版—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5月22/26/29号 4180元/人起

电话：0471-4688615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春秋旅游———
许可证编号：L-NMG-CJ000706月日本预售篇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7号4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北京/名古屋\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7日游（国航，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2号 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济南\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横滨全景双温泉四飞8日游（山东航空，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2018年6月13号 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18/20/22号5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宏健红保健中心岱域社区
老年服务中心常年服务看
护老人。另设治疗脑梗腰腿
疼。小儿推拿。催乳。常年培训
学员包住宿。13847128375

单位招聘

出租
位于八一市场华新小区
内商业用房三层楼，面积:
640m2，电话:6946074高女士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草延神医鼻炎膏
★天然植物草本无刺激★

免费试用·免费送货
咨询电话：15184766658(微信同号)

出租通道街1、2、3楼(能开酒
店宾馆)，4000m215690919792

恒大雅苑商业房出租
上下2层，单层2300m2，可分
租，设施完善。毗邻万达广
场和恒大影院，有固定消费
人群，适合各种业态。可面议
15661217834 18686033633

出租转让

出租:军区十字路口饭
店296m2新装修；润
宇大楼67m2写字间
电话：13848413322

13948318081

房产销售
处理顶账房
二环南观澜国际高层
103m2毛坯现房，42万，
低价处理！2503938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市中心中山路城发大
厦写字楼招商合作
现成办公室，紧邻青城公园北
门，交通便利，宜各大中小规
模公司办公，可做月子会所
1566121783418686033633

招商加盟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PPPPPPPPPPPPPPPPPOOOOOOOOOOOOOOOOOSSSSSSSSSSSSSSSSS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机
出售19中斜对面富邦商院
24楼300m2电话15690919792

公告声明

●银红梅遗失土建安全员
岗位证书，证书编号:2014
010200578，声明作废。
●银红梅遗失土建资料员
岗位证书，证书编号:2012
010407254，声明作废。

●昆区小静烟酒百货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150
207198101073546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特牛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1500011000613，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本单位现有市区内9处闲置洗车用

房屋,现面向社会公开招租,地处市区繁

华地段,适合开设洗车场,客源稳定,租金

及其他事项面议。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18686026786，

报名截止日期：2018年3月30日

●吴玉林遗失身份证，号152
62119540201001X声明作废。

●哈伦与呼和浩特市佳地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丢失3份，合同编号为：YS
（2011）00045948，房屋代
码为：234496，声明作废。

●刘志军遗失于2017年1月
1日由内蒙古秋实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秋实·
瞡■汇5号楼2单元2302室首
付款收据一张，NO:00084
40，金额:127068元，声明作废。

●公告：应股东内蒙古凯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的提议，公司定于2018年06
月21日上午9时在新世纪广
场6楼会议室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讨论关于股东股权转
让事宜，请各位股东届时
到会。特此公告。内蒙古长
弘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谭双与内蒙古天骋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各
丢失3份，合同编号为YS(20
08)00007216房屋代码为
281776、281884、281967、281
974、281976；合同编号为YS
(2008)00007213房屋代码为
281595、281602、281604、281
615、281643、281670声明作废。

●公告：赵江，您在呼和浩
特市榆林镇苏木沁开设的
商砼站已拖欠费用六年，
要求在2018年5月31日前
结清费用腾退场地，逾期
将按遗弃处理。
北京军区呼和浩特房管处
●内蒙古品信便民市场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50
102000077007，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本人郭红霞（身
份证号1526341979070433
28）不慎将呼和浩特市殡仪
馆寄存的郭存虎骨灰证丢失，
证号：4-4-96，特此声明。
●赛罕区张海军生肉经销部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150105600256482声明作废。

●回民区吉脉日用品商店遗
失通用手工发票25份，发票
代码115010821002号码037
44226-03744250声明作废。

●新城区默坊相框经销部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150102600447532声明作废。

当养生成为一种时
尚，有时，不留几招压箱底
的“秘诀”，似乎就跟朋友
们少了很多共同话题。但
是，不少人曾相信的“喝绿
豆汤包治高血压”“生吃茄
子能减肥”等等真的靠谱
吗？实际上，朋友圈中有很
多养生“谣言”，千万要小
心甄别。

每天走2万步？

在朋友圈里比拼步数
成了不少人的乐趣之一，
偶尔排上个第一名，甚至
像是达成了人生小目标一
样。

走路，确实是很好的
运动，世界卫生组织曾说
过，最好的医生是自己，
最好的药物是时间，最好
的运动是“走路”。但是如
果常去“争第一”，那么，
你的膝盖可能成为最大的
受害者。正常人每天走
6000~10000步、里程3~5公
里属于比较合适的。如
果不根据自己的身体情
况盲目跟风，膝盖不但
得不到保护，反而会因
为突然增加的运动而过
度劳损。

断食有益健康？

朋友圈部分文章称
断食能排毒、断食能减
肥、断食是一场“正在横

扫全球的瘦身革命”，不
仅能身体轻盈，还能让灵
魂得到修炼……对于这
样的说法，知乎一位网友
表示，大鱼大肉的确对身
体健康伤害很大，但完全
反其道而行的“断食”、“辟
谷”，不吃饭，就是真的是
养生吗？

实际上，我国传统中
医学和现代医学都没有证
据证明辟谷对身体有好
处。

非但没有好处，断食、
辟谷还会打乱胃肠道的正
常运行、肠道的通透性、
消化液的分泌，还有营养
物质的吸收等受到影响，
易引起身体代谢紊乱，会
引发胃炎、胃溃疡等疾
病。

红酒泡洋葱治糖尿病？

这个是典型的朋友圈
谣言。洋葱的主要成分是

含硫化合物、类黄酮化合
物、苯丙素酚类化合物、甾
体皂甙类化合物、含氮类
化合物、前列腺素类以及
钙铁磷等微量元素。其中，
含硫化合物有抑菌作用，
含氮类化合物有降低血
糖、血脂的作用，类黄酮化
合物则有抗氧化的作用。

红酒泡洋葱不管是降
脂降糖、美容养颜，抑或是
对痛风有益等作用，目前
都未提供可靠的实验证
据。而红酒毕竟含有酒精，
对健康有损，更不能盲目
食用。

卵巢保养延缓衰老？

从人体构造角度来
看，正常情况下，卵巢位于
盆腔内，前面有膀胱，后面
是直肠，在平躺时是摸不
到的。所以，一般的按摩手
法根本触不到卵巢，精油
更是不可能渗入，最多能
渗入到皮肤，不可能对卵
巢有作用。

而且，每一个器官的
分泌功能都受其它器官的
影响，光对卵巢进行保养，
根本无法改善其他内分泌
器官的激素分泌。

五谷杂粮粉是升级版？

膳食多样化是现今营
养专家们所提倡的养生手
段之一。不过，却有商家将
五谷杂粮被磨成粉，“五谷
杂粮粉”也借着这股“东
风”红起来了。

但是，五谷杂粮打磨
成粉状以后却达不到养生
的效果了。

专家们认为五谷杂粮
好，一是因为五谷杂粮含
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促进
肠胃蠕动；二是因为其含
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如
果磨成粉后，膳食纤维也
就没了，剩下的只有淀粉
和糖类。因此，吃粗粮粉不
如直接吃粗粮。

补维生素越多越好？

补维生素，好像也成
了一种流行，好像每天必
须吃点维生素，才能显示
自己对健康的重视。虽然
维生素确实很重要，但也
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补。

日常吃的食物中就
含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
饮食均衡的人，基本不需

要额外补充。而且维生素
种类多，乱补可能会补出
问题。举个例子，对于胃溃
疡患者来说，维生素C补
多了会加重对胃的刺激。

豆浆鸡蛋不能一起吃？

豆浆和鸡蛋都是早餐
餐桌上常出现的食物，但
是有些人却说豆浆和鸡蛋
不能一起吃，一起吃会影
响人体对蛋白质的吸收。

大豆中的确含有一些
胰蛋白酶抑制物，其活性
就是抑制胰蛋白酶的消化
作用，从而降低对蛋白质
的吸收。

实际上，豆类中的胰
蛋白抑制物经不起长时间
加热，煮沸10分钟以上，
就不会干扰人体对蛋白
质的吸收了。无论是市场
上买的豆浆，还是在家自
制豆浆都是一边打豆浆，
一边煮豆浆，时间都在
15~20分钟之间。所以，豆
浆和鸡蛋同时吃没有问
题。这对“黄金搭档”是相
当有营养的早餐搭配。

喝豆浆能丰胸？

虽说流行时尚中有一
种美叫做“骨感美”，但是
不少姑娘还是希望能有个
匀称的好身材，这时，胸太
平就不那么完美了。

网上曾有文章称，通

过喝豆浆，可以补充植物
雌激素，进而起到提高机
体雌激素水平、促进乳房
发育的作用。

那么胸部大小到底由
什么决定的呢？研究显示，
除遗传因素外，雌激素水
平往往直接决定了乳房的
大小和丰满程度。不过，豆
浆中的植物雌激素，与人
体内的雌激素，根本不是
一回事。

另外，植物雌激素在
体内的作用是双向的，当
体内雌激素含量很高时，
反而会起到抑制性效果，
降低雌激素水平作用。

高钙牛奶补钙效果好？

牛奶和酸奶本身含钙
丰富，所谓的高钙奶中钙
的含量其实并没有高出多
少。《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通则》中规定，钙含量≥
120毫克/100毫升的食品才
能标示“高钙”。市场上的
一些优质普通牛奶的钙含
量一般在102毫克~107毫
克/100毫升，这样一对比，
结果就很明显了。

另外，高钙牛奶中添加
的钙很多是碳酸钙、乳钙
等，人体吸收利用率有限。

而说起补钙，含钙量
最高的食物，却不是牛奶，
芝麻、虾皮、奶酪等都是不
错的选择。

（据《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