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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胀瓶是严重变质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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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声明
本人米佳（身份证号150204198310131213），原系鼎盛

盈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员工，于2017年8月31日已
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现声明：鼎盛盈通
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巴彦淖尔市分公司、准格尔旗分公司，鼎盛盈安信息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阿拉善盟分公司，离职后鼎盛盈通投资咨
询（北京）有限公司以无人更换为由拒绝变更分公司负责
人信息，本人（米佳）离职后，原单位发生的一切活动及经
营行为均与本人无关，一切法律后果及经济纠纷由鼎盛盈
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承担。

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
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等零星整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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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干休所（主所）营院绿化及
通信线路改造工程和第二干休所（西院）营区道闸、公共设施改造
等零星整修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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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网（http://www.
nmgjqzbw.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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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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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000707月泰国

泰精彩—曼谷、芭提雅、金沙岛双飞8日（全程无自费）
发班日期：7/17/24号34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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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28号4380元/人
网址：WWW.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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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000708月日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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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号6999元/人（呼市起止）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5号 5580元/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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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号 6999元/人（呼市起止）
天津\大阪\京都\东京\富士山/箱根半自助四飞7日游（天津航空，东京一天自由活动）
发班日期：2018年8月23号6999元/人起（呼市起止）
网址：WWW.CH.COM

售景泰花园一楼带小院，
133m2，有房本18604886033

声明
本人陶艳军（身份证号142202198604023311），原系鼎

盛盈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员工，于2017年8月31日
已办理相关离职手续，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现声明：鼎盛盈

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赤峰市分公
司、通辽市分公司、呼伦贝尔市分公司，兴安盟分公司，离

职后鼎盛盈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以无人更换为由
拒绝变更分公司负责人信息，本人（陶艳军）离职后，原单

位发生的一切活动及经营行为均与本人无关，一切法律后果

及经济纠纷由鼎盛盈通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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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海东路高层精装房，南北
通透，带车库，13190513144

出售:大台4层商业办公楼
2200m2,带院1394719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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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销售

公告声明

聘男女特卫协助交警特警
工作，劳务派遣制3679985

单位招聘 ●苏义拉、李建国与山东冠
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件丢失一份，合同编号为：
YS（2008）00005673，房屋
代码为：156920声明作废。

●武永亮与呼和浩特市中
海宏洋地产有限公司签订
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
件丢失一份，合同编号为
YS（2011）00071309，房屋
代码为626600，声明作废。

●赵峰遗失1501041975110
31016教练锁U盘，声明作废。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出租转让
老年公寓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呼市旅游度假村寻求有实力
合作伙伴15847431848

●遗失声明：本人姓名朝博。
性别：男，身份证号码：150
105199806197318，本人于
2018年6月13日，不慎将购
买广龙苑5号楼一单元
1302部分房款及购买车位
收据，共计拾肆万叁仟肆
佰贰拾捌元票据丢失，现
声明作废。声明人：朝博
2018年7月10日
●因拆迁：连峰注销呼郊西
把栅乡黑兰不塔村房产证，
产权证号0000539特此声明。

●杨燕清遗失内蒙古工业
大 学 报 到 证 ， 证 号
10128371644，声明作废。

●王亚军遗失玉泉区恒昌小
区14－4－6东户房产证，产
权证号2002062727声明作废。

●宋燕芳遗失赛罕区阳光
美居8-1-2005室公租房
租 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GSH20180422声明作废！
●新城区蒙力达自行车经
销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内地税字15010219720
528203304号，声明作废。

●新城区乌兰察布西路新
歌音乐会所遗失娱乐经营

许可证 （副本），编号：
150102160004，声明作废。

几个月前，乔阿姨全
身起了很多小疹子，非常
痒。起初她以为是皮肤病，
多次到药店买外敷、口服
的药，瘙痒却不见好转。后
来到医院检查，医生发现
她的血肌酐值已达到肾功
能衰竭的诊断标准，也就
是通常说的尿毒症。对此，
乔阿姨非常疑惑，明明是
皮肤瘙痒，怎么会是得了
肾病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
张翥表示，肾脏疾病的临

床症状多种多样，而且没
有特异性，因此很容易被
忽视而延误治疗。张翥解
释说，尿毒症会产生毒素，
当毒素无法正常经过皮肤
排泄的时候，病人就会出
现皮肤瘙痒的症状。因此，
患者如果持续出现皮肤瘙
痒应该特别重视，及时就
诊，尤其有肾脏病病史的
老年人。

门诊中还会遇到一些
病人出现恶心呕吐，于是到
消化科就诊，但是治疗一段
时间后效果不好，这时候也

应该考虑肾脏
疾病的可能。这
主要是因为毒
素经过胃肠排
泄引起胃黏膜
充血、水肿、糜
烂等造成的，病
根儿不在胃肠道。

另外，尿量过多或过少
也需要警惕。张翥说，一般来
讲，正常人的尿量每天为
1000～2500毫升，平均每天为
1500毫升左右。尿量增加或减
少，都可能是肾脏疾病的表
现。尤其是夜间尿量增加，往

往是肾脏病的后期表现。
除了上述症状外，晨

起眼睑或面部水肿，劳累
后加重，午饭后或休息后
可减轻，以及有乏力、贫
血、腰酸等症状时，也要警
惕肾脏疾病的可能。

（据《扬子晚报》）

如果饮料中有“细
菌”，那么在长期储存过程
中，这些细菌就会生长，并
释放二氧化碳，细菌生长
得越多，释放的二氧化碳
就越多。而饮料瓶总是密
封的，二氧化碳不能排出，

于是就出现胀瓶。
这些细菌中可能存在

致病细菌，有些细菌还能产
生毒素。这样的饮料就已经
严重变质，不管是否在保质
期内，都不能再饮用了。

饮料中的细菌是怎么

来的？在生产工艺上，饮料
有灌装前杀菌和灌装后杀
菌两种方式：

灌装前杀菌是先对饮料
进行彻底杀菌，然后在无菌条
件下灌装到瓶中，再进行封
盖。但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

在杀菌和灌装时，因为失误导
致细菌混入饮料中。饮料瓶、
瓶盖都要进行杀菌处理，但也
都存在杀菌不彻底而有残存
细菌的可能。这样，灌装好的
饮料瓶中就可能存在着细菌。

灌装后杀菌是先把饮

料灌装到瓶中，封盖，然后
再进行高温杀菌。因为已
经密封，如果杀菌彻底，理
论上可以把细菌全部杀
灭。但是灌装后，加热时热
量从外往里传递，某些饮
料瓶的中心有可能并没有

达到彻底灭菌的温度并保
持足够的时间。这样，即便
是经过灌装后杀菌，也有
可能残留一些细菌。

在长期的保存中，这些
残留的细菌大量生长，就出
现了“胀瓶”。（据《健康报》）

夏季玩沙土容易得皮炎
小天今年两岁多，自从上周随父母到海南玩沙土玩水

后，身上就冒出许多红色的小疹子，一到夜里就痒得睡不
着觉。家人带小天到医院检查，结果被诊断为沙土皮炎。

沙土皮炎又称幼儿丘疹性皮炎、肘膝复发性夏季
糠疹，好发于2～9岁的孩子，发病高峰为夏秋季。

据介绍，沙土皮炎主要是孩子皮肤娇嫩，在受到
水、沙土、肥皂的多次刺激后，防御机能降低，在夏季
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大量排出的汗液浸渍所致。沙土
皮炎好发于孩子的手背、手腕、前臂处，呈现许多密集
的如针尖或粟粒大小的丘疹，偶尔可见于足踝和小
腿，散在或密集分布但不融合，可呈轻度苔藓样变，不
发生水泡和渗出。

沙土皮炎无传染性，大多数患者一个月左右就会
自愈，皮疹恢复期可轻微脱屑。 （据《健康报》）

黑豆核桃鸭蛋汤补肾固肾
材料：鸭蛋2个、黑豆30g、核桃5颗
做法：把黑豆洗净浸泡半小时，核桃剥壳取肉，加

入清水约1000ml，大火煮开，约30分钟黑豆稍爆开。鸭
蛋打开放碗中，用筷子搅打均匀后把煮好的黑豆核桃
水移离火炉，把打好的鲜鸭蛋倒入其中，边倒边搅拌，
搅拌好以后再放在火炉上，加盐稍滚即可。

有人多喝点水，就要频频上厕所，是因肾的气化
功能不好所致。对于此类人群，可喝此汤，以补肾固
肾。对于因压力大而情绪容易波动，脾气大者，还可加
绿豆和黄豆以平抑肝气。对于小便非常多，梦多，心烦
不得眠者，可加莲子，既有固肾缩尿之效，亦有养心安
神之功。 （据《广州日报》）

入夏以来，关于“西瓜
放进冰箱到底要不要盖保
鲜膜”成为微信、微博上的
热点。有报道说，西瓜盖上
保鲜膜后冷藏，会滋生上
亿的细菌。理由是保鲜膜
覆盖在切开的西瓜表面，
西瓜内部会形成一个密闭
空间，温度不会很快降至
4℃，这种环境下，微生物
或细菌繁殖速度加快，西
瓜会因此变质。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微生物室主任、主任
技师张秀丽对此有话要说，
保鲜膜内侧是无菌的，保鲜
膜本身并不会污染西瓜。保
鲜膜覆盖在西瓜表面会形
成一个密闭的空间，但是细
菌在不透气的环境中，并不
会生长繁殖得更快。西瓜放
冰箱内冷藏，不覆盖保鲜
膜，温度下降得会快一些，
但是过半个小时或一个小

时后，覆盖和不覆盖保鲜膜
就没有太大差别了，也就是
说，覆盖保鲜膜对西瓜的降
温过程影响不大。

如果刀上有菌，西瓜就
会在切开的瞬间被污染，这
种情况下覆盖或者不覆盖
保鲜膜，放在冰箱中冷藏，
西瓜横切面上的细菌都会
生长。因此，切西瓜时要先
用清水把刀冲洗几次，如果
能用热水烫一下会更好。

西瓜覆盖保鲜膜是很
有必要的，因为一般家庭
的冰箱并不会及时清理和
消毒，冰箱内的细菌含量特
别高，有些是致病菌，主要
存在于冰箱隔板、积水中，
如果西瓜不覆盖保鲜膜，不
仅容易串味，而且接触到冰
箱壁、隔板时，容易被致病
菌污染，污染的程度可能比
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据《大河报》）

西瓜用保鲜膜包易生细菌？谣言！

皮肤持续瘙痒查查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