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食类——
粗细搭配，多食豆、薯

在精米白面等精细谷物的基础

上，适当搭配糙米、全麦等全谷物。

这种搭配不但可以增加主食的营养

物质，还可以丰富主食的风味，如全

麦产生的麦香味。在日常主食中也

可交替或搭配食用杂豆、薯类等营养

丰富的健康食材。由于杂豆富含赖

氨酸，与谷物搭配食用可实现植物蛋

白的互补。薯类则富含果胶等物质，

与谷物搭配食用可促进肠道蠕动，预

防便秘。

蔬果类——
蔬果相伴，膳食平衡

蔬菜和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一日三餐不可缺

少。在蔬菜的选择上，要尽量保证种

类多样和色彩丰富，根菜如山药等，

茎菜如藕等，叶菜如白菜等，花菜如

西蓝花等，果菜如番茄等，搭配食用

更有益健康。建议多食用新鲜蔬菜

和水果，适量食用腌菜、酱菜等佐餐

蔬菜制品、果汁等方便饮品。

肉类——
肉类购买宜生鲜，充分加工保安全

畜禽、鱼虾等肉类是节日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佳肴。各种肉类的营养

成分不同，建议在选购或食用时区别

对待。一般来说，优选脂肪含量低且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鱼虾类；其次是

脂肪含量较低且脂肪酸组成优于畜

类脂肪的禽类；再次是脂肪含量低，

铁含量丰富的畜类瘦肉。同时，建议

食用时多蒸、煮、炖，少炸、烤、煎。

为保证生鲜畜禽、鱼虾的风味和营

养，宜按需购买、即买即食。冷冻肉

类、水产类反复解冻易导致营养流

失、品质变差，应在冰箱中以小份包

装单独存放，并尽快食用。

酒类和饮料——
饮酒助兴适量，少喝含糖饮料

酒的品类众多，但不论是啤酒、

白酒、黄酒、葡萄酒，还是露酒，其共

同特点都是含有一定量的酒精及各

类微量物质。适量饮酒有精神兴奋

的作用，使人产生愉悦感。但过量饮

酒，特别是长期过量饮酒会对健康带

来危害。成年男性和女性每日的最

大饮酒量分别不超过 25 克和 15 克

（以酒精量计算）。孕妇、乳母、儿

童、青少年和特定职业等人群不适宜

饮酒，正在服药和患病的人群应遵医

嘱。同时，专家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

饮料。

厨房烹调——
减油减盐和减糖，饮食清淡益健康

在家做菜或外出就餐选择菜品

时，应避免高油、高盐或高糖食物的

摄入，养成饮食清淡的好习惯。专家

建议成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超过 6
克，烹饪时可使用定量盐勺控制放盐

量，尽可能采用少油烹调的方式。同

时，在烹调菜肴时应尽量少放糖，也

不吃或少吃含糖量高的食品。

坚果类——
营养物质很丰富，适量食用好选择

坚果含有多种不饱和脂肪酸、蛋

白质、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

素等营养物质，但同时也属于高能量

食物，适量食用有益健康。选购坚果

时，应在正规商超或网络购物平台选

购正规企业生产的坚果类产品，要仔

细阅读标签并尽量购买非代工企业

生产的坚果类产品。

网络订餐——
方便快捷又时髦，如何选择有妙招

网络订餐这种饮食方式时尚快

捷，消费者在享受方便的同时，对其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也不能掉以轻

心。建议选择有信誉的商家，订购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食品经营者销售

的食品。如需进行二次加工，一定要彻

底加热，保证熟透后再食用。

外出就餐——
食材多样助健康，明厨亮灶更心安

近来，外出就餐或出门旅游成为

很多家庭欢度春节的一种选择。建

议在外就餐前，应注意查看餐厅是否

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餐饮服务许

可证，尽量选择量化等级高的餐厅。

在就餐时尽量保证食物多样化，注意

膳食平衡。外出旅游时可以有选择

性地尝鲜，但不要采摘、购买、食用

有关部门明令禁止或来历不明的食

物（如各种标称“野味”的食品、野生

蘑菇等），以防发生食物中毒。

礼品——
保健食品品类多，关注标识和文号

逢年过节，保健食品往往成为人

们走亲访友的礼品首选。需要注意

的是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有适宜人群

和特殊食用条件。在选购保健食品

时，要在信誉好的销售场所或购物平

台购买，首先要查看其包装上是否标

有“蓝帽子”标识及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同时还应注意食用者和包装上标

明的适宜人群是否一致，不要听信虚

假夸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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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药监局发布春节期间食品安全消费提示

除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外，市民朋友也需要注意饮食

安全，避免发生中毒事件。

市民朋友应当购买正规渠道销售

的食盐。要注意食用新鲜蔬菜，不食用

存放过久或变质的蔬菜。吃剩的熟菜

不可在高温下存放过久，饭菜最好现做

现吃。在食用加工肉制品、咸菜等食品

时，可搭配富含维生素 C、茶多酚等成

分的食物，以降低可能含有的亚硝酸盐

的毒性。 （全媒体记者 郑晓燕）

餐饮服务提供者严禁使用亚硝酸

盐、加强醇基燃料

违者 将一律依法严处

春节将近，家人、朋友聚餐多了起

来。为防止误食亚硝酸盐导致食物中

毒、误饮甲醇导致人身伤亡，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食

药监总局 2 月 6 日发布了《总局关于

餐饮服务提供者禁用亚硝酸盐、加强

醇基燃料管理的公告》（2018 年第 18

号）。明令要求，餐饮服务提供者严

禁使用亚硝酸盐、加强醇基燃料，一

旦违法，将受到严厉处罚。

公告明确提出，一、禁止餐饮服务

提供者采购、贮存、使用亚硝酸盐（包

括亚硝酸钠、亚硝酸钾），严防将亚硝

酸盐误作食盐使用加工食品。二、餐

饮服务提供者应尽量采购使用乙醇作

为菜品（如火锅等）加热燃料。使用

甲醇、丙醇等作燃料，应加入颜色进

行警示，并严格管理，防止作为白酒

误饮。三、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

加 强 对 餐 饮 服 务 提 供 者 的 指 导 和 检

查，发现违反本公告规定的，一律依

法严肃查处。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佳节，消费者在参加家庭聚会、走亲访友、外出旅行等活动时，享受美食是过节的必要环节。针对春节期间食品
安全的特点，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示广大消费者要注意饮食安全和营养搭配，合理防范风险，科学健康饮食。

寒冷的冬季，没有什么比一家人

围 着 桌 子 吃 上 一 顿 热 气 腾 腾 的 火

锅，更温暖惬意了。有些人还喜欢

在涮完菜和肉之后，喝一碗热乎乎

的火锅汤。然而，最近网上流传着

这样的说法，火锅汤煮的时间越长，

汤里亚硝酸盐的浓度就越高，喝久

煮的火锅汤会中毒。真的是这样的

吗？

“正常火锅汤底本身虽含一定的

亚硝酸盐，但即便久煮也不会出现

亚硝酸盐含量超标的现象。”市食药

监局负责人表示，亚硝酸盐主要来

自涮火锅时加入的蔬菜类食材，比

如菠菜、苋菜、甜菜根、白萝卜、生菜

等，在还原细菌或蔬菜内源性硝酸

盐还原酶的作用下，硝酸盐会转化

为亚硝酸盐，进入火锅汤。在加工

肉类中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亚硝

酸盐，也会在涮煮过程中进入火锅

汤。“但火锅汤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并

没有传说的那么严重，大家没必要

有太多的顾虑。”

如果要引起亚硝酸盐中毒，需要

人一次性饮入 2000 升火锅汤，相当

于三四个浴缸的容量。而一般人吃

火锅，等到吃完的时候基本已经很

饱了，很少喝汤，就算喝汤也就一小

碗，不会达到引发亚硝酸盐中毒的

量。

市食药监局负责人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特别喜欢喝火锅汤，最好

喝头汤，也就是涮菜前、火锅汤煮开

后，把汤舀出来饮用，一旦加入了各

种食材的尾汤就不要再喝了。”

荤素营养搭配饮酒适量

喝少量久煮火锅汤不会引起中毒

■相关新闻

■温馨提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2 月 6
日，2018 年全市国税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总结 2017 年及近 5 年国税工作，

部署 2018 年工作任务。据了解，2018
年全市国税系统将按照省国税局的统

一安排部署，启动并推进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工作，今后我市纳税人将畅享

办税便利和优质纳税服务。

回顾2017年
实现税收优惠红利 9亿元

2017 年，全市国税系统坚持强基

优管、创新驱动，国税收入连跨 40、50
亿元两个台阶，落实税收优惠 9.11 亿

元，同比增加 2.47 亿元，增长 37.2%。

在推进征管基础事项规范上，开展

走逃失联专项治理，有序开展“税户普

查”工作，税务稽查立案 119 户，查补

1.03 亿元；持续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7 大类 212 个涉税事项实现“省内

通办”，建成和在建“银税超市”15个，上

线银税便捷融资信息系统，推出“蜀信·

银税卡”电子缴税，推行非接触式服务，

办税方式更多、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深

入推进营改增，实现所有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深化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5 大

类 21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推进“放管

服”改革，税收环境进一步优化。

据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全

市国税系统累计组织国税收入 157 亿

元，完成市县两级地方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 32 亿元，为地方发展和改善民生

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撑。落实各项

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税收 23 亿

元，为经济振兴和企业减负贡献了国

税力量。

聚焦当下
“五个注重”推进税收现代化

基于对形势的判断和新时代对税

收工作的要求，会议明确了全市国税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

会议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全省国

税工作会议和市委七届五次全会、市

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加强党对税收

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把

握“强基固本，优管促收”工作取向，强

化风险防控，奋力推进税收现代化，推

动税收工作高质量发展，谱写新时代

遂宁国税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具体工作中，要做到“五个注

重”：注重税收增长，推动税收收入跃

上新台阶；注重主业支撑，确保主业基

础工作保持全省一流水平；注重科技

驱动，不断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注重

人才引领，打造高素质队伍；注重治理

提升，进一步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展望2018年
“六件大事”开启税收新征程

会议还对 2018 年全市国税系统工

作任务进行了安排部署。

据悉，全市国税系统将聚焦“六件

大事”：一是依法组织税收收入，加强

税收分析预测和基础税源管理，增强

收入把控能力；二是切实抓好税收主

业，转变征管方式，加强风险管理，以

打骗打虚和打偷打逃为重点规范税收

秩序；三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在纳税

服务、网厅建设、落实规范上做好加

法，在企业负担、办税流程、办税时限

上做好减法，在纳税信用管理、信息联

网上做好乘法，在税收风险、税务稽查

上做好除法。今年各项办税资料至少

要精简四分之一以上，所有办税服务

厅纳税人单笔办税时间缩短到 30 分钟

以内；四是持续推进税收改革，持续推

进营改增改革，进一步深化征管体制

改革，继续落实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减轻企业负担；五是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发挥好党组核心领导作用，切

实履行好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加强作

风纪律建设，努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六是扎实做好风险防控工作，以防范

化解各类涉税风险为主线，坚持问题

导向，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税收工作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陈颖）2 月 6
日，射洪县太兴乡老岗磨村村两委和

部分贫困户代表，在乡党委书记和镇

长陪同下，将写有“尽职尽责对口帮

扶，倾情倾力脱贫攻坚”的锦旗送到市

国税局，感谢该局一年来对老岗磨村

的帮扶和支持。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邓孟秋代表市局接受锦旗。

老岗磨村是市国税局 2017 年新增

的精准扶贫帮扶村。该村地处三县交

界处，是典型的山区村，地域广、情况

复杂、脱贫攻坚难度大、集体经济落

后。一年来，市国税局充分发挥平台

优势，积极协调各类项目，村级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得到了根本性改善。

如今，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走上了整洁的水泥路，建成了设施完

善的党群活动中心。贫困群众通过激

发内生动力，巩固壮大传统产业，引导

培养新兴产业，收入持续增加，生活质

量明显提高。该村在去年底顺利通过

省级交叉验收，实现村脱贫、户摘帽。

脱贫攻坚暖民心 村民感恩送锦旗
（紧接 01 版）他说，春运是公路客

运高峰，平安回家过年是群众的期

盼。公安交警、交通路政、城管执

法等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完善工

作预案，强化保障措施，特别要把

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排除隐患，

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畅通，为群众

春节出行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赵世勇强调，节日期间，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

这根弦，牢牢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把

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具

体，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要强化应急预案、应急值守和

责任落实，重点加强交通、消防、

食品、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重点领

域和商场、车站、码头、景区等人

员聚集场所安全管理，强化安全生

产和社会治安防控，扎实做好安全

稳定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

个平安、祥和、有序的春节。

赵世勇一行还前往市委总值

班室看望慰问值班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和努力
祝福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安康

（紧接01版）盯住抓、抓到底，崇尚

实干、力戒空谈、精准发力，让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下去，让惠

及百姓的各项工作实起来。

习近平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要夯实实体经济，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创新驱

动，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要抓好

生态文明建设，让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清，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

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

合。要增强改革动力，形成产业结

构优化、创新活力旺盛、区域布局协

调、城乡发展融合、生态环境优美、

人民生活幸福的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指出，要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怀忧民、

爱 民 、惠 民 之 心 ，采 取 针 对 性 更

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

果更明显的举措，解决好同老百姓

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民生

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要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

要硬，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促

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

于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大决策部署，把社会稳定工作

做得更细致、更扎实、更紧密。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大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党

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这

是有深远考虑的，也是有充分理论

和实践依据的。要坚持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四个意

识 ”，做 到 党 中 央 提 倡 的 坚 决 响

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

央禁止的坚决杜绝。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宪

法 意 识 ，带 头 尊 崇 宪 法 、学 习 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

法。要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全面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涵养积极健康的党

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政治生态。

丁薛祥、刘鹤和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祝福全国各族人民新春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