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zhangyunchu@pdtimes.com.cn 责任编辑/张匀初 美编/黄辰毅 2020.7.31

PUDONG 浦东

6

加强营养不是多吃滥补加强营养不是多吃滥补食品安全进行时食品安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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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从医生口中得到过“加

强营养”的提醒，但怎么加强，医生往

往说得不够详细，患者也很少追问，

大多数人只是这么一听。不少人对

“加强营养”这4个字还有很多误解。

误解一：加强营养就是要多吃。
许多人一听“加强”，就条件反射地联

想到“多吃”，这是非常错误的。如果

身体长时间处于膳食摄入量超过消

耗量的状态，势必引起体重增加、过

量体脂肪蓄积。超重和肥胖是损害

机体的重要元凶，可能引发多种慢

病。

误解二：加强营养就是只吃肉、
蛋、奶。动物性食物能为人体提供丰

富的优质蛋白质及多种微量营养素，

适量摄入很有必要，但过量摄入就会

带来健康风险，比如造成膳食模式不

均衡、能量摄入超标、某些维生素和

矿物质缺乏等，反而对健康不利。

误解三：加强营养就是吃价格昂
贵的保健品。病人的照料者总是不

吝啬金钱，希望给他们最好的照顾，

于是买来各种各样的保健产品。其

实，保健产品宣称的许多功效并没有

坚实的科学证据作为支持。对于大

部分人来说，食物是最好的营养来

源，只有那些存在进食障碍、无法通

过食物获得足够营养的病人，才需要

补充剂来助攻。但他们不应该自己

盲目进补，而应该在医生、营养师、药

师等专业人士的评估、指导和监督

下，选择真正安全、有效的产品，摄入

贴合自身需求的剂量。

“加强营养”到底什么意思呢？

这需要分情况讨论。许多病人，比

如老年人、患有特殊消化道疾病或

重大疾病的人，可能表现出进食障

碍、消化吸收功能不良、身体代谢消

耗增加等，存在食物和营养素摄入

不足的问题。如果长期不加以纠

正，病人的身体机能和各项代谢都

会受到不良影响，疾病康复变得十

分困难，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可避

免地严重下降。因此，医生会强调

“加强营养”———在原来的基础

上，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增加食

物和某些营养素的摄入量，以辅助

身体机能康复，促进疾病修复。建

议这类人积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

助，而不是一味地多吃。

此外，也有很多病人没有进食

障碍，食物和热量摄入一点都不少，

但身体还是存在营养不均衡、营养

素缺乏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他们

的膳食结构不均衡，尤其不喜欢吃

新鲜蔬果、豆类等营养价值高的健

康食物，而对热量高但营养密度低

的食物欲罢不能。这种饮食结构会

导致热量和供能营养素摄入超标，

膳食纤维、维生素及矿物质的摄入

量不足，人变成了一个“营养不良的

胖子”，看着挺壮实，实际上代谢情

况不理想、全身处于慢性低级别炎

症的状态、身体组织结构和功能出

现异常。医生对这类病人强调“加

强营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改变现

有的膳食模式，提高膳食质量，执行

均衡、健康、多样化的饮食模式：多

吃粗杂粮、新鲜蔬果、豆类；适当摄

入肉、蛋、奶类；限制油、盐、糖的摄

入量；戒除高热量、高糖分、高油脂、

低膳食纤维、深度加工的不健康食

物。

来源：中国食品报网

充电桩维护有欠缺 售后和监管需跟上

“浦东新区消保委”

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近期，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消费者

陆先生的投诉，称一年前购买了新能源

车，当时购车赠送安装的充电桩现在无

法正常使用，联系厂家被告知充电桩已

过一年质保期，厂家不提供维修服务，

充电桩如果坏了需自费 1200元以旧换

新。听到对方答复，陆先生决定在网上

购买新的充电桩，并付费让物业拆除坏

的充电桩，在拆除中发现充电桩内外各

有一个开关，是内部开关跳闸导致无法

使用。陆先生向消保委求助，要求厂方

对充电桩的不合理设计进行整改并赔

偿损失。

受理投诉后，消保委工作人员联系

了厂方，了解到充电桩安装和维修是外

包给第三方充电桩公司，由第三方公司

给与消费者处理解决。对于陆先生投

诉的问题，厂方表示会和第三方公司沟

通妥善处理。最终，陆先生诉求得到妥

善解决。

虽然大部分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

车辆时，汽车销售公司会随车赠送充电

桩及安装服务，但充电桩质量参差不

齐，而且不同品牌充电桩的安装施工标

准不一，加上后续使用过程中的人为操

作等原因，充电桩使用一段时间后易发

故障，就会产生维修收费高、维修难等

诸多问题。当前市场上的充电桩大多

有一年质保，质保期内免费上门维修，

质保期满后各服务商价格有所不同，一

次上门费用基本在 200元以上，让消费

者感到难以接受。从消费者的投诉及

调处过程来看，新能源汽车充电设备的

售后服务市场没有得到众多车厂的重

视，以致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体系的建

设速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影响了消费

者的使用体验和购买意愿，也影响了车

企的品牌形象。消保委呼吁行业内规

范充电桩相关产品的生产与安装，政府

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引

导，让消费者能够安全、安心使用，促进

新能源车的进一步推广。

消保委建议消费者在购买新能源

车时对于配套设备也要留个心眼：一是

在购买电动车时应签订好相关协议，对

充电桩的安装时间、地点、充电桩的型

号、功能等内容要事先进行约定；二是

针对充电桩的保修条款也应在购车时

与销售商进行约定，如保修的期限、内

容、超出保修期的维护等内容，确保日

后车辆的正常充电和使用。

■本报记者 蔡丽萍

“你好，我是上钢联勤联动队员工号

011，你的行为已影响到了城市环境卫生和

市容市貌，请立即停止销售并离开这里，谢

谢配合。”一天清晨，联勤巡查队员在上南

路成山路巡逻时发现路口有流动摊贩，便

上前劝阻，几次劝阻无效后，队员进行取证

上报。5分钟内，城管、市场所、城运分中

心等相关联合执法力量迅捷赶到现场进行

处置。

这样的短平快处置流程在上钢新村街

道已经形成常态。记者了解到，上钢新村

街道结合自身特点，通过加强联勤联动，聚

焦难点、堵点，建立了一套职责明晰、运转

高效、全程监管、分级追责的城市运行综合

管理新体系，用管理的“加法”，实现执法的

“减法”。

在上钢新村街道，每名联勤巡查队员

的手里都有“两份清单”，一份是“做事清

单”（分片包干路段的事件、部件正面清

单），一份是“找人清单”（分片包干路段的

各个执法、管理部门的联系人名单）。这份

“做事清单”已经随着疫情防控、文明创城

等阶段性重点工作更新了多次，目前已经

拓展到75个种类7645项，许多事项细化到

分时段、分区域、分类别、差异化精准勤务

模式。而“找人清单”实现了动态问题的

“点对点”快速处置，围绕辖区街面“易回

潮”问题，每周都会形成《跨门营业商铺周

报表》《“无五违”返潮周报表》《流动夜排档

周报表》，通过持续“自晒短板”，城市管理

问题无所遁形。

近两年，上钢新村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连续出台“一号文”，在全面提升城市运行

综合管理工作效能方面持续用力。街道城

运管理机制从“整编”开始变革，街道平安

办、管理办、房办、绿化市容中心、城管、市

场所、安监所、派出所等部门和第三方辅助

力量全部纳入城运平台，实现一口统筹，城

市运行问题来源逐渐从市民投诉向主动发

现转变，指挥方式从派单平台向“城市大

脑”转变，问题处置从单一类型问题解决向

联勤联动多问题联合处置转变，功能发挥

从日常管理向“平急结合”转变。

街道城运分中心常务副主任吕巍燕介

绍：“我们建立了轮值指挥长制度，由这些

单位（部门）轮流派员担任每天的城运平台

轮值指挥长。轮值指挥长作为当天街道城

市运行管理的总指挥，每日完成视频轮巡、

组队点名、联动指挥、疑难工单派发协调、

应急处置等五项标准化‘菜单’，并把当日

工作记录实行模块化、销项式管理。”

据统计，2019年上钢新村街道快速联勤

联动处置183次，比2018年全年的整治频次

增长了336%，整治成效明显。作为第一批

进驻联勤联动站的城管队员小沈、老陆有着

很深的感受：“通过多部门联动、顶格执法、

快速处置，形成了街面管控的强大震慑力，

也越来越体现出‘1+1>2’的联动效果。”

家住上南路1500弄附近的居民发现，

上南路1500弄没有了往日的拥堵，非机动车

有序停放，常见的跨门营业、小摊小贩也不

见了。“以前这条路很拥挤，来买菜的车子乱

停，还有许多小摊贩，现在这里变得整洁、有

序，环境好了很多。”居民毛阿姨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街道城运平台每年还会

通过数据分析，锁定重点区域，查找薄弱环

节，提供决策依据。吕巍燕表示，无论是

2018年的历城路油烟扰民问题、昌里路乱

设摊治理问题、西营路乱停车问题，还是

2019年的德州路 380弄综合治理问题、上

南路1500弄综合治理问题、灵岩路支小道

路综合治理问题，都是通过数据分析研判，

再制定联勤联动方案进行“靶向打击”，一

个个“老问题”得以拔点销项。

统计显示，2020年上钢新村街道辖区

街面巡查辅助力量下降了 16.4%，但今年

以来市容环境测评、城运各项指标绩效持

续稳定在优秀行列。上钢新村街道党工委

书记王践表示：“面对城市运行管理的难题

就是要以变革的精神，从功能集成、智能管

理、工作机制上不断求新求变，真正践行人

民城市理念”。

7月28日，泥城镇公平村迎来一批特
殊的“亲人”。17名曾在泥城及周边地区
插队落户的知青，重返这片他们曾奉献过
青春、挥洒过汗水的土地。

金亚萌、熊菊倩、丁惠珍等知青代表向
公平村捐赠了布料、围巾、衣物等知青时代
利用劳动工分所兑换的珍贵物品。这些物
品将被存放于陈氏庭院的知青旧屋，为那
里再添一份历史人文底蕴。

图为老知青在织布机前回忆知青生活。

□本报记者 陈烁 通讯员 卫燕 摄影

报道

本报讯（记者 沈馨艺）从埃及尼罗

河到美洲大原野，从山川壮美的中亚到

林木葱葱的东欧……以“跟着电影去旅

行”为主题的“一带一路”电影周 7月 27
日晚启动，浦东有 36个放映点，开展近

百场惠民放映。《柔情史》《孟加拉制造》

《RK还是R Kay》……市民们可以跟着

电影，让目光飞向欧洲、美洲、亚洲、非

洲，放飞心灵去旅行。

今年还推出露天展映，让市民在夏夜

通过传统的观影方式，亲近喜爱的电影。

而在电影放映期间，现场将做好各类防疫

措施，包括入场前市民需间隔1米有序排

队等候防疫检测；经测温、出示随申码方

可入场；所有入场观众都需提前做好疫情

防护举措，如佩戴口罩等；入场后，观众观

影时都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等，以此保证

特殊时期观影安全。

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露天展映活

动还特别邀请一线抗疫人员共同观影。

■本报记者 赵天予

近日，洋泾街道邀请上海文史学会

荣誉会长、洋泾社区党校讲师团成员唐

国良讲述浦东开发开放史。洋泾街道通

过多种特色途径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保证学习教育入眼入耳入心。

在“四史”学习教育中，洋泾依托区

域化党建平台，促进区域内企事业单位

党组织、“两新”党组织通过联建共建，探

索创新学习方式。当天的党课便有星月

投资党支部与浦东税务21所党支部、浦

东税务13所党支部共同参与，并通过线

上平台开展直播。

活动中，党员实地参观了歇浦路工

业遗存与望江驿 1号，走访了见证上海

近代工业史、浦东开发开放史、洋泾港

口文化史的建筑，并谈感想、谋共建、促

发展。

作为洋泾街道“泾彩四史”红色路线

打卡点之一，望江驿1号在“四史”学习教

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洋泾街道还推出

了多种特色“四史”学习教育课程路线。

在海院居民区第二、第四党支部联

合开展的“观看红色电影 重温红色历

史”主题党日活动上，两个支部的党员共

同观看了电影《天眼风云》，学习了解上

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成立首支雷达队

的故事。党员通过电影感受到知识青年

科技报国的赤胆忠心，纷纷表示要学习

前辈无私奋斗的精神。

海院居民区党总支组织了“诗歌朗

诵听‘四史’”活动。《沁园春·雪》《七律·
到韶山》《七律·长征》……一首首充满历

史厚重感的诗歌，被党员深情诵读，让大

家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一心跟党

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这些革命先辈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鼓足干劲、凝

聚力量，接下当代党员的使命担当。”参

与活动的党员称。

“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四史’学习教

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在浦东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进程中作出更大的贡

献。”洋泾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管理做“加法”执法变“减法”
上钢新村街道街面巡查辅助力量下降，市容环境持续改善

老知青回乡
探寻“芳华”

“一带一路”电影周每晚露天展映

“跟着电影去旅行”

走红色线路 观红色电影
洋泾多途径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