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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博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沪交运管

货字120578号，特此声明。

栏目主办栏目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浦东新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确认识食用醋的养生功能

食品安全进行时食品安全进行时

喝醋养生有误区

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另外还有

少量的各种有机酸、氨基酸等，对于促

进胃酸分泌有一定好处。但单纯靠饮

用醋来达到软化血管、消食降脂等养

生作用，并不具备科学依据。

因为醋在进入人体之后，也是一样

要通过消化吸收，被人体正常代谢的。

醋的醋酸不可能直接进入到血管、骨骼

里，起不到所谓的软化血管的作用。而

体内的酸碱环境也并不会因为外界食

物的刺激而轻易改变，所以，以为醋有

增强免疫、抗癌排毒等作用并不科学。

如果偏信醋的所谓养生作用，大

量的喝醋，反倒会因为醋的酸度太大，

损伤胃黏膜、灼伤食道。对于患有胃

酸分泌过多的慢性胃炎、胃溃疡、十二

指肠溃疡的人群来说，还会加重病情，

导致身体不适。所以如果想要软化血

管、保健养生，还是应该从日常饮食、

药物、运动等诸多方面共同着手，才能

保证健康。

醋泡食材不治病

用醋炮制药材，通常醋的作用是

增强药效、降低毒性和矫正气味。比

如醋入肝经，所以用醋来炮制柴胡、香

附等药物时，可以达到引药入肝、增强

药效的作用。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气味

的药材，用醋炮制之后，会掩盖其本身

的气味，更容易服用。而对于一些有

毒的药材，用醋炮制后，会起到降低毒

性的作用。

但是这里的炮制不是我们常规说

的直接拿醋泡，而是往药材中加入一

定量的米醋，拌炒而成，是一种中药的

炮制方法。这其中用到的醋量是比较

大的，基本上是 100 公斤的药材，用

20—30公斤左右的米醋。这种炮制方

式使得药物的功效为主，而醋的功效

为辅。而民间流行的醋泡姜、醋泡黑

豆和醋泡洋葱，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

中药炮制方法，只是食疗的一种方

式。醋的效用更趋向于调味，促进药

效的作用并不强。

醋泡姜使姜的辣味被掩盖，同时

增强了姜的温中效果，对于脾胃虚寒

或者是体内有寒湿的人来说是比较好

的养生方法。但同时要注意，体内有

热邪或感受热邪的人群，不适合此食

疗方式。

醋泡黑豆也是可以增强黑豆补

益肝肾的作用，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一

定的滋补作用。但是不能一味依赖

药膳的养生功效而忽略了正常饮食

和良好生活习惯的作用。所以，也不

推荐老年人经常食用醋泡黑豆来养

生保健。

醋泡洋葱更多起到的作用是缓和

洋葱较为刺激的气味，让其更容易被

大众接受。但是考虑到洋葱实际的食

用量，所谓的洋葱内所含的活性物质

并没有多大的营养价值，所以也不具

备所谓的养生功效。

据《中国食品安全报》

本报讯（记者 张敏）9月12日白天至

13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开展

了集中打击整治行动，治安、刑侦、交警、特

警、消防等多警种协同作战，打击现行违法

犯罪，整治社会治安秩序，排查公共安全隐

患。行动期间，共查处各类易致祸交通违

法行为2600余起，检查各类沿街店铺、场所

上万家。

行动中，浦东公安分局川沙派出所结

合往日工作中积累的线索，对重点对象清

查、走访。核查中，民警发现了一个盗车犯

罪嫌疑人并将其抓获。民警将嫌疑人王某

带回所内后快速审讯。王某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现已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

现场执法还查获了一名酒驾司机。13
日凌晨1：50，一小型客车行驶至杨高北路

近巨峰路处与一出租车发生追尾，两车均

有损坏。浦东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赶赴现

场处理，发现肇事司机一身酒气。民警对

他进行呼吸测试，酒精含量1.63mg/ml，又
将他带去医院进行血液检查，发现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1.73mg/ml，属醉酒驾驶。目

前，嫌疑人郭某因醉酒驾驶被刑事拘留。

据悉，交警部门结合交通违法行为大

整治、大型货车专项治理等工作，提升道路

交通安全的现场执法覆盖面和执法力度。

此外，警方还紧盯大型货车、人力三轮车

等，大力整治各类扰乱通行秩序、易肇事肇

祸的交通违法行为。对送外卖的非机动

车，在依法处罚交通违法行为的同时，采集

所属企业及车辆、骑手信息，以便后续对源

头加强监管。

消防安全也是此次全市行动的重点。

9月12日，浦东公安消防支队在重点检查

宾（旅）馆和规模性租赁场所的基础上，对

前期未普查到的文物建筑和博物馆进行专

项检查。此次检查对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

单位进行实地联动测试，发现消防设施、器

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未保持完好有效的，

一律依法按量罚范围上限处罚。此次检查

共排查文物建筑34家、博物馆6家、宾旅馆

720家、规模性租赁场所164家，临时查封

19家，警告60起，罚款40余万元，并拘留5
人。

警方表示，将继续结合常态化巡逻工

作，对各类街面突出治安问题开展后续清

理整治，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开展盘问

检查。同时，还将以居民小区、闲置厂（库）

房、农宅等为重点，发现、查处现行违法犯

罪活动，检查发现各类治安隐患。

全市集中打击整治行动共排查上万家场所

警方将持续整治各类突出治安问题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严静雯 记者

张琪）9 月 12 日，浦东新区“上海市健康

生活方式活动周”首场活动“控烟知识

竞赛”举行。从全区 36 个街镇选出的 6
支代表队通过问答、抢答的方式决出胜

负。

“什么是‘三手烟’？”“第 31 个世界

无烟日宣传主题是什么？”……会场上，

参赛队员们频频按下手中的抢答器抢

答。张江镇代表队参赛队员周智毓是

控烟志愿者，对于此次比赛信心满满。

“我做控烟志愿者近 4 年了，经过多年的

宣传发现，我们浦东的控烟情况越来越

好。”周智毓说。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是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

危险因素。烟草中含有 7000 多种有害

成分，吸烟时这些有毒的化学成分能够

快速地从肺部进入血液，并遍布全身的

组织器官。目前全世界排前 8 位的死因

中，有 6种与吸烟有关。

2007 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项目启动。该项目以“和谐我生活，健

康中国人”为主题，以倡导“健康一二

一”（每日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康一

辈子）为切入点，以“我行动 我健康 我

快乐”为口号，倡导和传播健康生活方

式理念，推广技术措施和支持工具，开

展各种全民参与活动。据了解，今年浦

东新区“上海市健康生活方式活动周”

系列活动包含“三减三健”“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心理健康”“道路交通安全

出行”等 5大专项活动。

健康生活方式周启动 首推控烟宣传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日前，2018
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射箭系列赛）暨上海

市射箭俱乐部联赛（市级预赛）在临港新

城春花秋色公园举行，全市 22家俱乐部

派出的238名会员参与角逐。

在两天的比赛中，参赛者分别进行十

个项目较量。所有获胜者除赢得城市业

余联赛射箭项目系列赛的优胜奖，还将获

得2018年度上海市射箭俱乐部联赛决赛

的晋级名额，在 11月角逐上海市射箭项

目业余级别的最高荣誉。

据悉，由上海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

办的2018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射箭项目系

列赛，自今年 5月开赛以来，相继开展了

社区趣味赛、青少年公开赛、大众系列赛、

俱乐部联赛等，涵盖不同年龄段、不同水

平的业余爱好者，让更多市民感受传统射

箭项目的魅力。

浦东新区各个公共场所都贴有禁烟标志，图为惠南镇黄路社区文化艺术中心内的禁烟标志。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浦东工作组赴泰处理游客遇难事件

相关善后工作已基本完成
上海市射箭俱乐部联赛举行
238名选手临港决高低

本报讯（记者 张敏）昨日，浦东法院

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讨论重大疑难复杂

的刑事案件。浦东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

长杨玉俊列席。

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制度是深入

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审判监督、优化审判

质量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重大复杂敏

感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保证法律正确统

一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

意义。

浦东法院院长殷勇表示，要加强审委

会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审委会讨论质量

和水平；要探索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常态化

机制，实现专业审判与法律监督的良性互

动；要提升审委会工作便利化程度，方便

检察机关列席。

杨玉俊表示，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

院审委会，是“两院”积极构建良性互动的

法律关系，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局面的

一个有效途径。这项制度的切实执行，对

检察机关换角度看问题，全方位了解重大

案件的审理、决策过程提供了平台，也为

今后重大、有影响案件的办理提供了有益

经验。

讨论重大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

检察长首次列席浦东法院会议

本报讯（记者 蔡丽萍）7月初泰国普

吉岛游船倾覆事件中 47名中国游客遇难

或失联，其中7人为浦东居民，涉及3个家

庭。区外办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相关善

后工作已基本完成。

倾覆事件发生后，市区两级政府通过

各个渠道和平台，收集游客信息。浦东籍

游客信息初步确认后，浦东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迅速启动应急机制，成立“7.5
泰国船只倾覆事故”处置工作组，赴泰协

助开展相关工作。

7 月 9 日，浦东新区泰国船只倾覆事

故处置前方工作组成员集结完毕，成员来

自区外办、区商务委（旅游局）、区城运中

心（应急办），以及惠南、周浦、川沙 3个相

关镇和浦东医院。同时，后方各部门和各

单位继续全力推进相关信息和事项的核

查，联系遇难及失联人员家属，并开展安

抚工作。

为了能早一刻为遇难或失联人员和

其在泰亲属提供支持和帮助，在飞赴普吉

的航班上，工作组就迅速进入了工作状

态。当地时间7月10日晚抵达普吉后，前

方工作组即直奔遇难失联游客家属居住

的宾馆，连夜了解情况，慰问安抚家属，转

交国内托带的物品，同时制定第二天的祭

奠工作预案。

随后，前方工作组兵分两路，分别前

往医院和火化现场协助做好遗体火化、医

疗保障、机场送行等相关工作，并着重安

抚好家属的情绪。前方工作组还通过努

力，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最后一户家庭遇难

人员的身份确认及遗体处理。在这过程

中，因一位遇难者的死亡证明有误，前方

工作组又多方设法联系中泰相关机构，重

新办理了证明。

同时，工作组内部、区工作组和市工作

组之间、前方和后方工作组之间还搭建了

全天候的无障碍信息通道。前方工作组及

时汇总、整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包括遇难

和失联人数、DNA检测结果、家属返沪信

息、保险理赔信息等，向后方每日一报，并

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供后方决策。

7月底，遇难游客的骨灰均回国并完

成了安葬，工作组还上门一对一辅导遇难

者家属按泰国政府和泰国保险公司的要

求，填写和整理相关抚恤、理赔的申请表格

和资料。目前，其他善后工作已基本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