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
家住咸安南山社区的市民小雅想咨
询，春季睡眠质量不好，想咨询如何缓
解春困呢？

南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春季
多运动运动双腿，不仅可以让腿部变
得更健康、更结实，也有预防春困的功
效。建议市民如果上班的地方离家不
远，可以每天走路上班，长期坚持对身
体也有一定的好处。

居民日常要早睡早起，如果不能
保证充足的睡眠，春困自然会“找上
门”。春季最好每天睡够7至8小时，
夜晚休息得好，白天才更有精力来处

理工作、学习。
春季虽然雨水多，但是人体内部还

是比较缺水的，此时多喝水，多补充水分
可以滋养身体，还能有助于预防春困。

春季空气清新，市民如果感觉到
困意，可以走到窗户旁边深呼吸几口，
当新鲜的空气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之
后，可以把肺部的废气循环出来，此时
脑部也会变得清醒很多。或者伸伸懒
腰，带动全身的气血运行，五脏六腑也
会提起“精神”，此时疲劳的感觉会消
退许多，当人情绪低落时，也会比平常
更容易感到疲劳。建议市民春季可以
多到户外晒太阳，多欣赏一些春光，保
持心情愉悦，睡眠质量也会更好。

如何缓解春困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4月以来，咸宁

的气温起伏不定，导致肠胃不是很好的刘女士
一家吃饭都没有什么胃口。“每天做的菜都原
样倒掉，这样家里人可怎么维持好的身体？”

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春
夏交替时，由于温度起伏，肠胃稍微不太好的
人，都会出现上火、胃口不佳等。如何改善这一
状况？

适当吃些苦味蔬菜。气温较高时，人比较
容易“上火”，进而会出现头昏、胸闷、食欲不振、
精神萎靡等身体症状，可以吃点苦瓜、莲子、苦
菜、蒲公英等。

番茄汤。番茄汤酸酸甜甜的，喝了有助于
清热生津、健胃消食，对于消化不良并且上火的
儿童来说，特别有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番茄

性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需要控制吃生
番茄的量，把番茄做成番茄汤喝是最佳之选。

姜茶。春夏交替时，吃饭没胃口，不妨喝点
红糖姜茶，红糖姜茶有助于健脾暖胃，活血化
淤，用它代替冰饮可以使得身体舒畅，只要身体
舒服服了，胃口也自然会变好。

食醋。在胃口不佳时，吃点酸醋有助于增
加胃酸的分泌量，提高肠胃的消化能力，从而起
到增加食欲的效果。

除了多吃点以上4种食物外，还需要合理
调整饮食结构，均衡饮食。

春夏交替，胃口不佳怎么办？

5版
专刊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盛勇

电话：0715－8128771

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E-mail:xnsy1972@163.com健康咸宁

据媒体报
道，日本东京大学和一家食

品公司近日宣布，首次成功利用牛肌
肉细胞培养出块状的“人造牛排”。
肉能“人造”？这在很多人眼里匪夷所思。

但近年来，“人造肉”的确是科学界的科研热点之
一。在此之前，一些国家的科研人员研发出“人造
肉”，但大部分是碎肉，这次日本研究项目的目标是人
工培养出块状的肌肉组织，并让人造牛排具有牛肉
本身的口感。

那么，“人造肉”真的能供人类食用吗？它
未来是否能成为人类对肉类消费需求的

补充，甚至完全成为传统肉类
的替代品？

健康视点
jian kang shi dian

泰康保险集团

积极推动湖北大健康产业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员余小姣报

道：4月8日，以“科技引领、健康未来”为主题
的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以下简称健博会）在武
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健博会期间，作为此行
业领军企业的重要协办方泰康保险集团与武
汉市政府共同发起的200亿规模“武汉大健康
产业基金”宣告落地，泰康集团成为最受关注
的焦点之一。

会上，泰康创始人、泰康集团董事长陈东升
说，该公司由过去单一的人寿保险公司，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集保险、资管和医
养为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2018年成功进入世
界500强。解决人们医疗、教育、娱乐、养老问
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大
力发展健康产业、医养产业，是泰康集团义不容
辞的责任，此次带头发力，打造世界大健康博览
会，打造万亿大健康产业，形成中部大健康产业
集群。目前，泰康养老社区完成了15个城市的
布局，已开业运营四家，北上广及成都。“一主二
副”的大健康产业，通过医养融合的产业集群，
从武汉中心辐射“1＋8”城市圈。

4月9日下午，全国媒体泰康采访团冒雨来
到咸宁仙鹤湖湿地园采风，先后参观了贺胜桥
战役纪念馆、仙鹤湖、樱花园等景观。据悉，仙
鹤湖湿地园位于梓山湖生态科技新城北部，紧
邻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该园区占地1800亩，
分为仙鹤湖景区和“梅、兰、竹、菊、桂、樱”六个
纪念园区。

市卫健委

举行“支部主题党日+聆听两会声音”活动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4月 9日上午9

时，市卫健委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议室举
办以“支部主题党日+聆听两会声音”为主题的
活动。市卫健委、市中心血站全体党员干部，市
直直属卫生健康单位班子成员等110人参与此
次活动。

会上，特邀嘉宾全国人大代表、武汉血液中
心主任王岚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
做了报告，详细解读了两会概况、大会主要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有关代表团审议时讲话
重要精神以及湖北代表团活动情况。并由市
妇幼保健院和市中心血站的两名党员代表谈
认识和感受。

会议结束后，向与会人员发放“两会”精神、
文明城市创建、卫生健康知识、无偿献血宣传页，
同时，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健康咸宁系列展板。

活动现场，有20名同志进行了无偿献血，
以实际行动支持我市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献
血量达6400ml。

鱼岳镇卫生院

中医针灸为群众除病痛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何医生，

我是官桥镇官桥村的睡眠障碍患者，听说您
医治这方面病很厉害，今天慕名而来……”。
3月28日，嘉鱼县鱼岳镇中医师何源发一边
听病人诉说，一边为病人查诊。

1998年，何源发进入鱼岳镇卫生院，致力
于中医针灸、推拿和中药理疗等方面的研究，创
造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治病理念。从医20多年
来，注重非药物治疗和患者心理疏导，先后对
6000多名妇科睡眠障碍、更年期综合症、颈肩
炎、坐骨神经、腰椎患者解除了痛苦，延长了生
命；对2000多名无生育妇女带来了生子福音，
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

“我女儿前几年服用大量怀孕药，都没怀上
孩子，后来找到何医生把脉查诊，女儿很快就怀
孕了……”当日，鱼岳镇北街社区妇女陈丽萍对
笔者说。

“人造肉”何时被大众接受，走入
寻常百姓家，科学家也没有定论，但它
的益处显而易见。目前能预计的一点
是，“人造肉”比传统肉类更绿色更安
全，从根本上防止了很多人畜共患病
和动物疫病的传播，如疯牛病、口蹄
疫、非洲猪瘟等。

当然，在培育“人造肉”时，由于是
在器皿中培养细胞，也容易受各种微
生物的影响，如被酵母菌和霉菌污染
等。因而不排除用抗生素或其他药
物，以及添加剂的可能性。对此，也需
要有解决的方法。

另一点能预计的是，在生产“人造
肉”时可以按人类所需，生产出更营养
更有利于健康的肉类。例如，可以生
产出含健康的ω-3脂肪酸的肉类，以
代替易导致高胆固醇的ω-6脂肪酸的
肉类。理论上的操作方法是，采用鱼
类的干细胞来生产ω-3脂肪酸，再将

这种物质和实验室里培养出的牛肉、
猪肉相结合，以生产出既有肥肉味道，
又不会造成高血脂和冠状动脉硬化的
牛肉、猪肉。不过，这样的方法需要试
验才会有最终答案。

此外，“人造肉”的性价比、成本能
否优于传统肉类，技术上是否成熟到
能进行批量生产，以及其可能保护环
境的优势是否能得以体现，这些疑问
都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研究予以证实。

很多研究机构都在研发和生产
“人造肉”，相关技术都高度保密。可
以肯定的是，“人造肉”要成为人类现
实中的一种常态食品，还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探索，我们可以静观其变。

“人造肉”能替代传统肉类吗？

据东京大学生产技术研究所和这家食品公
司的研究小组透露，在培养过程中向牛肌肉细
胞添加维生素C，成功培养出成熟的牛肌肉细
胞。研究小组还采用特殊的立体培养法，培养
出细长的肌肉组织，然后通过特殊方法培养多
层肌肉组织，制成长1厘米、宽0.8厘米、厚0.7厘
米的块状肌肉。这项工作朝着培养有牛肉本身
口感的“人造牛排”迈出了第一步。

研究人员认为，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水平
提高，全球肉类消费需求将持续增加，而饲养家
畜的环境负担很大。“人造肉”由体外培养细胞
获得，对环境影响较小，可在严格卫生监管下生
产，未来有望成为传统肉类的替代品。

说到“能否替代传统肉类”为时尚早，但可
以认识一下何为“人造肉”。

“人造肉”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素肉，
由大豆等植物蛋白加工而成，是豆制品生成的
各种食品，这在各国的素食主义者中非常流

行。另一种是与真正的动物肉类相似，由动物
干细胞制造出的肉，其大致过程是把氨基酸、
糖、油脂等物质在器皿中培养干细胞，让肉慢慢

“长大”。现在所指的“人造肉”，一般都是指这
类由干细胞培养的肉，无论是牛肉，还是猪肉或
鸡肉。

“人造肉”不是新鲜事，早在20世纪末就有
人提出过这种设想，只是到了2013年才成为现
实。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马克·波斯特第
一次向公众展示了他的研究团队研发的“人造
肉”。他们先从活牛身上提取出干细胞，然后把
干细胞放进有营养液的器皿中培育出肌肉组
织，最后形成肌肉纤维。不过，波斯特团队培育
出来的“人造肉”并不像真正的动物肉。后者成
块状，可能还会连着骨头和肌腱，而前者只是一
些碎肉，既不是市场里能买到的新鲜肉块和肉
片，吃起来也没有鲜嫩多汁的感觉。有的试吃
者称这种肉像“动物蛋白质蛋糕”。

多由体外培养细胞获得

根据财税[2018]50号、财税[2019]13号和鄂财
税发[2019]2号文件相关规定，对按万分之五税率贴
花的资金账簿减半征收印花税，对按件贴花五元的其
他账簿免征印花税。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
的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因部分文件下发时间晚于减免税政策
开始执行时间或其他原因，导致部分纳税人未能及时
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

现由于部分纳税人存在注销和在税务机关留存
的联系方式失效等原因，导致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办理
退税。为确保纳税人享受到政策红利，请以下纳税人
（具体退税名单附后）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主动联系
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退税手续。提供的退税账号与原
缴税账号一致的，税务机关可以直接办理退税；提供
的退税账号与原缴税账号不一致的，需提供签字盖章
的书面说明前往主管税务机关办理。

同时也提醒纳税人：办理退税是不收取任何费用
的，税务机关不会在电话通知退税时要求纳税人提供
银行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不会要求纳税人进行任何
银行转账操作；也没有指定任何网站网上受理退税事
项。敬请纳税人提高警惕，防止被不法分子利用。

如您对退税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2366热线、退
税联系人电话或到办税服务厅咨询。

通城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地址：通城县银山广场
南侧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退税事宜联系人：杜海峰
联系电话：15997933632

国家税务总局通城县税务局
2019年4月10日

具体退税名单：

退税公告具体名单第一批
纳税人
识别号

91421222MA
493DQQ2Q

91421222058
139830G

91421222MA
488YMAXU

91421222MA
48GMHB7Y

91421222MA
4936N36H

91421222MA
4936N28N

42122207890
2792

91421222MA
4936N28N

91421222083
800045L

91421222579
879631C

纳税人名称

湖北鑫胜通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宝塔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有限

公司

湖北百亚科技有
限公司

通城县万丰家庭
农场

通城县广闻乐传
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通城县智策成英
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湖北泰昌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

通城县智策成英
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通城锦堂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通城县三新供电
服务有限公司

征收
项目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印花税

征收
品目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资金
账簿

其他营
业账簿

实缴金额

250.00

2500.00

500.00

500.00

578.90

398.60

2,500.00

55.80

300.00

60.00

应退
税额

125.00

1250.00

250.00

250.00

289.45

199.30

1250.00

27.90

150.00

60.00

主管税务机关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通城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通城县税务局退税公告

自然界肉类的营养主要体现在蛋白质和脂
肪上，蛋白质及其中的丰富氨基酸是人体营养
所必须的。人体所需的氨基酸有22大类，有8种
人体不能自己合成，如苏氨酸、色氨酸、亮氨酸、
赖氨酸等，需要从食物中获取。肉类恰恰含有这
8种氨基酸，这也是人类选择吃肉，使其成为人类
进化和维持生命功能的重要原因。

另外，肉类的香味会刺激人产生食欲，这既
是一种进食的享受，也有利于身体健康。肉类
的香味取决于两种要素：肉类中特有的物质、烹
调中的加热反应。肉类中的甘氨酸、丙氨酸、半
胱氨酸、谷氨酸等氨基酸，都有使食物产生香味
的功能。例如，牛肉中含有的硫氨基酸、半胱氨
酸和胱氨酸、谷胱甘肽等，都是让牛肉产生香气
的前体化合物，通过烹饪加热过程，便可获得完
美的原肉风味。

“人造肉”会不会产生这样真正的肉类香味
及营养素，有没有真正肉类的口感，如纤维硬度、
湿度、柔嫩度等，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

理论上“人造肉”能不能培育成功，受多种因
素影响。一是营养和味道要与畜牧养殖的动物
肉相同或相似；二是培育的经济成本要与传统肉
类相当或低于传统肉类，这也意味着需要技术创
新；三是要解决人们食用时的心理不适感等。

鉴于先前多家研究机构都表示“人造肉”是
利用干细胞产生，这说明“人造肉”的生产类似于
生物工程。而生物工程的复杂和难度首先在于，
如果要让干细胞生长，就需要启动为肌肉编码的
基因。

这样的基因有很多，一些动物的再生机理
可以成为“人造肉”生长的线索。比如，蝾螈在
断腿后能长出新腿，壁虎在断尾后能再长出尾
巴，涡虫水母可以在被切成两段后长出整个身
体。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进化发育生物
学家曼西·斯里瓦斯塔瓦发现了一种称为早期
生长反应（EGR）的“主控基因”，一旦EGR基因
开关被激活，就可以调控其他基因，打开或关闭
许多生理过程，包括生物各器官组织的再生等。

营养和口感是“攻关”难点

当今人类仍然离不开传统的动物
肉，因为无论是从肉类的营养还是味
道来看，“人造肉”目前都不能取代畜
牧养殖动物的肉。但毋庸置疑的是，

“人造肉”是应对和解决粮食安全的新
方式之一。

联合粮农组织（FAO）的统计表
明，2016年世界猪肉产量为10820万
吨，其中，中国、欧盟（27国）、美国的猪
肉产量占世界的79.95%。与此同时，
全球牛肉产量为5874万吨，美国牛肉
产量在全球牛肉总产量中占比最多，
为19%。

根据FAO的计算结果，牛肉生产
在各方面的消耗都是第一位。比如，
生产1千克牛肉需要10千克谷物；生
产1千克猪肉需要4-5.5千克谷物；生

产1千克的鸡、鸭肉，需要2.1-3千克
的谷物。而牛肉生产占地是猪肉、鸡
肉生产占地的29倍，其耗水量要多11
倍。总体衡量，生产同等数量的牛肉，
要比生产猪肉多排放11-15倍的温室
气体。按照FAO比较严谨的数据，生
产1千克牛肉相当于排放36.4千克二
氧化碳，生产1千克猪肉至少排放3.3
千克二氧化碳。

根据这些情况，FAO提出了畜牧
业减排行动。因为，养殖业所排放的
温室气体当中，有45%是生产饲料时
排放，另有39%是动物排出的气体。
可以理解，如果能生产“人造肉”来代
替部分畜牧养殖的肉类，就可以大大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少“人造肉”的
生产不会使用饲料，用地和用水也会
随之减少。

一些机构和企业对“人造肉”的环
保前景深以为然。2008年，世界知名
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动物伦理联合会
（PETA）出资100万美元，计划奖励第
一个“成功”把人造鸡肉投入市场的公
司。同年，荷兰政府也出资400万美元
资助“人造肉”实验。但是，或许是因技
术难点问题，这些投资目前还没有看到
更为显著的结果。

4 减排方式的新探索

5 能否更健康更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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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清明节期间，蒲圻办事处
倡导文明祭扫，防止了大气污染，祭
扫期间没有出现安全事故。

据了解，该处的具体做法是：禁
止在市、城区内道路路口等公共场
所开展焚烧纸钱，烧香化烛，燃放鞭
炮等不文明祭扫行为；倡导市民群
众移风易俗，采取鲜花祭扫，植树祭
扫，家庭追思等文明祭扫，逐步从注
重实地实物祭扫转移到以精神传承

为主上来，减少祭扫活动对生态环
境污染和火灾隐患；祭祀期间禁止
在山林燃放蜡烛、鞭炮、易燃等危险
物品祭祀；送鲜代替烧纸、丝带寄托
哀思，大力倡导文明环保祭扫，引导
市民群众共同维护优美整洁的环
境。

除开会动员外，该处还在17个
村社区在主要街道、村社区的显要
位置，张贴清明期间防火的《公布》

和宣传标语。金潭、五洪山村、凤凰
山、望山、大田畈、红旗桥等涉及到
山林的村社区党总支严抓防火落
实，成立了“清明防火护林小分队”，
同时，各村社区每天都安排相关责
任人在通往山林的各路口处进行巡
逻监控。

由于措施得力，该处环保祭扫、
文明祭扫等新型祭扫活动出现，祭扫
安全防火零事故。（何浩 游凰玲）

清明节来临之际，赤壁市蒲圻办
事处西街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干部20
余人，前往赤壁市革命烈士陵园，开
展“缅怀先烈 砥砺前行”为主题的清
明祭扫活动。

参加祭扫的党员干部列队在革
命烈士碑前，全体肃穆而立，向革命
先烈献上花圈，集体向烈士鞠躬默

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
党员干部在党总支部书记、主任王新
林的带领下重温入党誓词，瞻仰烈士
陵园，重温革命历史，追忆革命征程，
感悟革命精神。活动结束后，西街社
区党总支及时组织党员干部，拾捡白
色垃圾。

通过此次祭扫活动，党员干部们

思想得到了深刻洗礼，心灵受到了震
撼，进一步坚定了党员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更加激励了党员干部热爱本职
岗位、爱国敬业、为民奉献的精神。

（何浩 游凰玲）

蒲圻办事处

蒲圻办事处多措并举抓清明祭扫安全

蒲圻办事处西街社区清明祭扫缅怀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