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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是因为没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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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高考喜报！
热烈祝贺内蒙古艺臻文化艺术在2017年

艺术高考中取得本科专业合格率百分之百，一
本专业合格率百分之七十的骄人成绩！
本校开设音乐，话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舞蹈专业
设有预科班，专业班，集训班，保本班，重点班
欢迎内蒙古自治区高一，高二，高三学员咨询入学！
艺臻文化艺术为孩子圆梦高考加油助力！

咨询电话:18710045568宋老师 微信:331804029

八方母婴月子公馆
坐月子好去处

地址：新城宾馆4号楼

3377333 6660888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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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内蒙古大泰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天津建华工程咨询管理公司

寻亲公告
闻子英,男,75岁。该人

于2017年4月9日由成吉思
汗派出所送至我站，如有认
识该救助人员的热心市民
请与呼市救助站联系，联系
电话0471-5273244，或者
5273265。

人才招聘
内蒙古蒙能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启事
◆招聘岗位◆风电建设工
程项目总监3名、（土建／电
气／线路）专监各10名。
◆任职要求◆项目总监要求
拥有至少两个风电项目现
场全程监理的实际工作经
验，工作地点江西、福建、内
蒙古。专监要求有监理相关
工作经验，工作驻外。全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优先考虑。
◆工资待遇◆
总监月薪7000-9000元,专
监月薪4300-6000元，另全
国注册监理工程师专家费
每月3000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471-3949034
邮箱：mengnengzp@126.com

营业执照按揭房车工资保
单有一项就贷15354869537

身份证贷款
呼市有固定住所
电话：15148011727

15661066667工资卡
贷 款

全国直投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借款：煤
矿、电站、矿产、房产、在建工
程、农牧林、加工业、代缴保
证金等优质项目。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诚聘商务代表
028-84701202

贷款，三小时下款
电话：17704881044

极速贷，三小时拿钱
电话：15847111028

13171044449
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

贷款
找我

资质代 办 （ 全 区 ） 西 部
13674740675东北部18047554711

免费评估、本地收购
13337100552 15924512788

二手车市
爱她家政15024998086
常年招聘月嫂、保姆2356116

内蒙古九合物业诚招水电暖
工，保洁绿化工13674740072

招高端阿姨
辅导孩子，要求大学毕业英
语熟练，本市户口年龄35以
上，住家，工资6000以上。

电话：18748183999

高薪诚聘美容师
美容学员 15648175944

北方职业技术学院聘
专业带头人：70岁以下，3
年以上行业工作经验，
0471-2692006李老师

招聘房建、市政、水电、园
林监理，电话15024977446

电瓶电脑电缆变压器废
旧物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回收礼品、老酒
免费鉴定14794712888（微信）

贷款咨询 寻优质项目
房地产、矿山、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
等。轻松解决资金困难。高
薪聘商务代表15256037238
耿经理 2498056552@qq.com

专业网贷·信用贷
费率低下款快18004711675

3小时放款无抵押无
担保13634715882贷款

工作贷退休贷个体、车
房贷3小时出款15124710998

信用贷款
无担保·无抵押·当天下款
打卡工资·自存流水·免
中介费18686036000

内蒙古红玫婚介
是内蒙古民政厅审批的正
规 婚 介 成 婚 后 收 费
男31岁未婚搞药资产8位数
男 39 岁未婚事业编房车全
男 46 岁短婚公务员房车全
男 58 岁离婚公务员房车全
女 28 岁未婚公务员房车全
女 36 岁短婚主治医师有房
6202592微信13847182227

招商加盟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房地产旅游矿山光伏新能源
农林牧生态山庄旅游等在建
工程项目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邮箱1735550350@qq.com
电话：15155102867刘经理

鹊桥婚介 诚信成功
男78岁丧偶处长退休有大
房 。男66岁独居有车有房。
男64岁丧偶名车大房。男60
岁丧偶有二职有车有房。男
48岁离异公司经理名车豪
宅。男30岁未婚事业单位有
车房. 女65独居会计有房。
女55岁离异公司经理有车
房。6934637 13294808473

征婚交友

公告声明

●内蒙古磬达冷链物流有限
公司遗失中华联合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的保
险发票（发票号00558101）
金额6300元，开票日期
2017年4月7日，声明作废。
●王全民遗失直属全国中
级会计师资格证书，证书
编号：03022991，特此声明。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秀锦
烟酒经销部遗失发票领购
簿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洪兴建材市场
洪磊石材经销部丢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密码函，核准
号：J1910003067601，账号：
106101201080131474，由此
引起一切经济纠纷由我单
位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李俊遗失新城区东风路
预制厂街西1-1-4号房
本，产权证号，063616。

●内蒙古新广为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内蒙
古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壹张，发票代码15001613
20，发票号码01490374，金
额51000.00元，声明作废。

●李红华、杨德忠与内蒙古
合和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
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
丢失壹份，合同编号：YS
（2014）00004297，房屋代码
492257，声明作废。

●托克托县国有林场银行开
户许可证正本遗失，核准
号：J1910000229601，开户
银行：托克托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分社，账号：18
191201026001000122，账户
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
日期：1999.10.13声明作废。

●乔若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150186071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满族幼
儿园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纳税人识别号：1501
02460085068，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中专
路立仁装订厂不慎将内蒙
古银行存款查询密码遗
失，声明作废。
●王永和遗失内蒙古医疗本，
编号08260261声明作废。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面积
20~180m2，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m2办公楼13911949465

出租转让
大型仓储库出租
5000m2、3000m2、1300m2 另
有120m2小库若干，有意电
联13734845158。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春雪四季酒店副楼出租
可分租。0471-6370386

房产销售

售房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218414373938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售华桥新村9层185m2四室
带车位、凉房 13644880000

我们都知道，睡眠不足
会引起很多疾病，近期在美
国佛罗里达举办的第98界
内分泌学会年会上公布了

一项新研究，睡眠不足会引
发骨质疏松。

如果睡眠问题会引起
骨科疾病，也就解释了为什

么仅在美国就有5400万人患
有骨量低或者骨质疏松症。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
数据显示，全美25%的人都

受到睡眠问题困扰。研究人
员发现，健康男性在连续3个
星期睡眠不足或昼夜颠倒
后，骨的生成就会减少；每天

比前一天晚睡4个小时，或者
每天平均睡眠时间不超过5.6
个小时，3周后，骨量会明显
降低，其中，中老年人降低的

幅度更大。研究负责人表示，
这一发现帮助找到骨量流
失、骨质疏松以及骨折的潜
在风险因素。（据《生命时报》）

眼镜脏了，往镜片上
哈口气，用眼镜布一擦，是
很多人的习惯。这个做法
不仅擦不净眼镜，时间久
了还会让眼镜“折寿”。

由于整天和外界环境
接触，镜片上会沉积很多
微小的灰尘颗粒，拿着眼
镜布干擦镜面，等于是让
灰尘在镜片上来回摩擦，

久而久之会让镜片出现划
痕，变得模糊。而且，眼镜
布作为购买眼镜的赠品，
大多质量一般，纤维间隙
较大，本身也很容易积累
灰尘。因此，眼镜布最好只
用作包裹眼镜来用，以免
镜片和眼镜盒造成摩擦。

清洁眼镜，不妨试试以
下方法：先滴一滴洗手液或

洗洁精到镜片上（一滴就
好），并均匀涂抹；接着，用清
水冲洗镜片，直到完全没有
泡沫为止；最后，待镜片晾
至半干后，用专用擦镜纸轻
微擦拭即可。此外，如果确
实喜欢用眼镜布擦拭镜片，
建议可去正规店面购买超
细纤维材质的镜布替代擦镜
纸使用。 （据《生命时报》）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
午后小憩不仅能消除困
乏、保持清醒，还能提升幸
福感。研究人员理查德·怀
斯曼教授说，“先前研究显
示，少于30分钟的午睡能
让你注意力更集中、效率
更高、创造性更强，而新发
现显示，你也会因为小睡

一会儿而变得更快乐”，效
果优于不午睡或者长时
间午睡。

赫特福德郡大学研
究人员调查了1000多人的
午睡习惯，发现与不午睡
或者长时间午睡的人相
比，小憩不足半小时的人
更快乐。午后小憩的调查

对象中，66%感觉快乐；长
睡的调查对象中，56%感觉
快乐；而不午休的调查对
象中，60%觉得快乐。此外，
在快乐程度满分为5分的
评分中，小睡者平均得分
3.67分，高于不午睡者的
3.52分和长时间午休者的
3.44分。（据《中国妇女报》）

喜欢吃奶酪吗？美国
最新研究提醒你，对这个
喜好可要慎重。

英国《每日邮报》报
道，罗斯韦尔·帕克癌症
研究所历时11年追踪调
查了3000余名女性乳制
品摄入情况，其中1941
名女性罹患乳腺癌。结

果显示，吃太多奶酪，特
别是切达干酪和奶油奶
酪，患乳癌风险会升高
53%；而多喝酸奶则能
将 患 乳 癌 风 险 降 低
30%。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美国《营养学发展现状》
杂志上。主导这项研究

的肿瘤学家苏珊·麦卡
恩说，乳制品“成分复
杂，既有营养元素，也有
非营养物质”，这些成分
中哪些会提高乳癌风
险、哪些能降低风险目
前尚不明确，需要进一
步研究。

（据《北京日报》）

工作压力、家庭负担、社
交烦恼……现代人总有这样
或那样的焦虑。英国《每日邮
报》“女性”专栏刊文，传授冥
想教练埃米—卢·诺尔斯的
小妙方，在办公室只需3分钟
就可以缓解压力，简单易行，
还不会引人侧目。

人们只需闭上双眼或
者目视一个固定点，双脚平
踩地面，把所有注意力集中
到呼吸上。然后，用鼻子深深
吸气，吸入腹部，再叹一口
气。之后，人们继续全神贯注
于呼吸，并且默数次数，同时
想象自己肩部、眼睛、嘴巴、

额头都变得舒展。如此重复，
可以做8次，也可以多做几
次，直到感觉身体放松。诺尔
斯说：“叹气很奇妙，它是在
告诉身体，我们要按下‘清
零’键了。”听起来很简单，真
的有效吗？办公室一族，不妨
试试。 （据《北京日报》）

贪吃奶酪或患乳癌

午后小憩提升幸福感

坐班族3分钟学减压

眼镜别老用布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