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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亲近大自然别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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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营院零星维修项目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第二离职干部休

养所拟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营院零星维修项目”项目的承包单位，欢
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中国
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内蒙古军区
招标网（http://www.nmgjqzbw.com）上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婧 吴超 电 话：18247130861 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呼和浩特
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2018年0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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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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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9/12/16//19//23/2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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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52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30号6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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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22号5880元/人起（呼市起止）

2018年6月27/29号6080元/人起（呼市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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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声明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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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出售19中斜对面富邦商院
24楼300m2电话15690919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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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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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转让
●新城区乐萌宠物用品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50102600303995，声明作废。

●新城区尚尚紫萱家具经
销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1501966000514
60，声明作废。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
监督局开户许可证遗失，
开户行：中行玉泉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Z1910000
531201特此声明作废。

●冯建红遗失通达商场保
证金收据，收据号：00135
80，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范永平(身份证号152629
197501030032)购买竹园北
1号楼10层南中户房屋，遗
失 购 房 收 据 ， 收 据 号
0053979，金额：496234元，
此丢失收据声明作废。 ●周俊（身份证号1501031

97903281018）遗失人事代
理协议书，协议号2005024
40，档案号8141声明作废。

●内蒙古中美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
103MA0N94374J，声明作废。

●本人韩高峰（150105197
406087313）不慎将攸攸板
村委会村民楼收据丢失，
金额20万元，特此声明。

●内蒙古焱太经贸有限责
任公司专卖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1501020000
34158)、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1501027678
98910)、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1501027678989
1x)及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玉泉区明宏办公用品经销
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104
MA0NHDND9E，声明作废。
●田艳军（身份证号15263
4198802062113）初级专业
技术资格（助理工程师）证
书遗失，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鼎煌商贸有
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及存款人密码，核准号J19
10014587701；开户银行：
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兴安
北路支行，账号015101201
020243766特此声明。

●赛罕区爱宠宠物用品店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50105600300377，声明作废。
●鲁淑娟因拆迁注销回民
区乌兰恰特西街22号1号
楼5单元16号产权证，产权
证号2003020569。

英国一项最新研究
表明，睡眠不足可使未
成年人肥胖概率大增。

英国沃里克大学科
学家对过去42项试验结
果进行了梳理分析。这些
试验涉及7.5万名18岁以
下儿童及青少年，平均随
访时间为3年。研究人员
通过问卷和穿戴设备定
期跟踪研究对象的作息
习惯、健康状况及体重指
数，结果发现，睡眠不足
的孩子体重增加比例均
高于同龄的睡眠充足者，
前者超重或肥胖的几率

平 均 比 后 者 高
58%。具体来说，
4～11个月大的婴
幼儿每晚睡眠不
足12小时，肥胖风
险提升40%；3～5
岁儿童睡眠不足
10小时，肥胖风险
增加57%；6～13岁孩子睡
眠不足9小时，肥胖风险
增加123%；14～17岁少年
睡眠不足8小时，肥胖风
险增加30%。

在美国《睡眠》杂志
上刊登的该研究论文称，
超重会导致心脏疾病和

Ⅱ型糖尿病，随着现代社
会儿童睡眠不足现象增
多，这些疾病也开始呈现
低龄化趋势。研究人员指
出，增加睡眠时长是一个
预防儿童肥胖简单易行
的方法。

（据《中国妇女报》）

两岁的小小，近两个月
来一直被间断发热缠身，打
针、吃药都不见效果。经医
院多科室联合检查，最后终
于在大便中寻得一枚小小
的寄生虫卵———肺吸虫虫
卵。通过对小小家长的追问
才得知，小小的家依山傍水，

环境优美，从会走路起他就
跟着小伙伴在池塘边、田野
里捉青蛙、挖蚯蚓，渴了就
喝两口清澈见底的山涧水。
家人觉得农村人都是这么
长大的，直到这次小小生病
了，明确了病原菌，才知道
喝生水、吃生海鲜很危险。

肺吸虫是一种寄生虫，
人和动物是它的终宿主。终
宿主排出虫卵至水中，经过
中间宿主，比如在螃蟹体内
发育成囊蚴。人生食这些海
鲜、河鲜，或是饮用含囊蚴
的生水，囊蚴就会进入体
内。囊蚴在消化道里破裂发

育成幼虫，在小肠中脱囊而
出，穿越肠壁进入腹腔沿肝
脏上行，穿过膈肌达胸腔和
肺，在肺内发育为成虫，可
引起咳嗽、咯血、腹痛、腹泻
等症状，有的虫体甚至可沿
颈内动脉进入颅脑，侵犯脑
组织，引起瘫痪、麻木、失语

等。
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

孩子多亲近大自然，经常带
孩子去农家乐。但是，在这
里跟家长们提个醒，不管环
境如何原生态无污染，一定
要让孩子养成不饮生水、与
大自然的各种动物接触后

饭前便后用流水肥皂洗手
的好习惯。另外，我们不要
光照顾味觉，海鲜、河鲜、肉
类一定要煮熟煮透才能食
用。在高温下，肺吸虫是可
以杀死的，所以这些食物煮
熟煮透了吃是没关系的。

（据《健康报》）

儿童有心理疾病要及时治疗
“六一”将至，针对儿

童的调查陆续发布，结
果显示，儿童心理疾病
呈现增长趋势；六成家
长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
还不到两个小时；被称
为“儿童最亲密的伙伴”
的玩具中有五类存在安
全风险，可能导致孩子
意外伤害，家长们不应该
给孩子买。

六一前夕，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对我国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做了
介绍，我国17岁以下儿童
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
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
问题困扰。

【预测】

儿童心理障碍还将

增长

据介绍，心理健康是
儿童青少年全面素质发
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成
人世界的各种关系过早
地影响到儿童青少年。儿
童青少年对周围环境的
适应、对人际关系的选
择、学习等方面压力都成

百倍的大于过去。中国青
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
中央国际联络部曾发布
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
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
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
问题困扰。根据界卫组织
预测，到2020年以前，全
球儿童心理障碍还会增
长50％，将成为致病、致
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
一。

【误区】

成人后心理疾病就

会好？

北京回龙观医院临
床心理科主任刘华清表
示，儿童心理疾病并不是
说到十七八岁成人以后
就完全好了，如果不治
疗，不及时干预，到成人
世界里面还会存在。近
年来智能手机的发展与
网络的普及，不少青少
年存在长期沉迷于网络
游戏的问题，当前全世
界心理健康和精神科专
家对于是否将“网络成
瘾”列入精神疾病存在不

同的意见。他认为对待这
个问题，不能一刀切，更
应该注意“网瘾”背后的
成因。

【建议】

“上瘾”找专业人士治

疗

刘华清认为，很多
游戏成瘾或者网络过度
使用的青少年，本身家
庭关系就存在一些问
题，还有一些自身存在
身体或精神上的问题，
打游戏只是一种外在的
发泄方式。

对于是否“上瘾”这
个问题，刘华清建议，如
果青少年存在打游戏时
间过长，严重影响工作和
生活，以至无法摆脱，一
旦不让玩游戏，就会出现
如身体不舒服、心慌气
短、寝食难安、饮食不好
等症状，就要到医院由专
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诊
断，并辅助药物治疗。“就
像酒精成瘾、其他物质成
瘾一样，需要专业人员的
帮助。”刘华清说。

（据《北京晚报》）

孩子睡不够特别容易胖

夏季孩子被困车内可致命
据英国《每日邮报》5

月24日报道，夏季车内温
度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
迅速飙升，如果将儿童遗
忘在车内，会造成其中暑
甚至死亡的致命后果，即
使车辆停在阴凉处也不
能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美国研究人员近日进行
了详细的测试，得出了更
为科学的数据。

研究人员在夏季对
亚利桑那州坦佩市6辆车

的内部温度进行了为期3
天的追踪测试，分别将两
辆银色中型轿车、两辆经
济型轿车和两辆MPV置
于阳光直射处或阴凉处
一小时后发现，阳光直射
的车辆，车内平均温度达
到华氏116度（约为47摄氏
度），而停在阴凉处的车
辆，内部平均温度达到华
氏100度（约为38摄氏度）。
研究人员随后模拟了一个
两岁的孩子在高温情况

下被困在车内会发生的后
果，结果发现，在阳光直射
的车内待一小时或在阴凉
处的车内待两小时可能会
导致小孩中暑甚至死亡。

在过去的18年中，美
国每年有30到60名儿童
由于被遗忘在车内而死
亡，而这种情况会在每年
的5月底到9月初达到顶
峰，每周会有两到三名的
儿童死亡。

（据《健康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