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先油脂公司瑞典生产基地总
经理Roger�Sigvant�先生、 施恩公
司总经理余伟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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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立与消费者更加亲密
的沟通，从5月起，施恩奶粉公司
在全国各地举办“见证营养好品
质，施恩baby游世界”大型亲子活
动，掀起一股亲子互动热潮，活动
还邀请幸运消费者一同前往瑞
典， 参观施恩公司的国际合作伙
伴———全球最大的OPO生产基
地：领先油脂公司，走进OPO，亲

证施恩奶粉好品质。
“见证施恩营养好品质之旅”

的幸运消费者来到瑞典卡尔斯
港， 参观了拥有世界最前沿和最
精细的优质加工技术， 全自动一
站式生产的百年油脂工厂， 了解
到领先油脂公司执行高标准的临
床研究，依据GCP的医药模式，在
结构脂科学领域研究方面的实力

和权威，并亲临油脂分析实验室，
见识了能检测各种油脂组成、成
分及复杂分子结构的精密仪器。
除了对工厂、实验室、研发中心的
参观外， 消费者们还在感官评定
专业团队的指导下，亲身感受、对
比了各种油脂的口味及其他感官
指标， 了解到严谨的工艺和专业
的团队， 不仅为产品质量控制进
行了双重保险， 更充分尊重消费
者的实际体验， 为最终婴幼儿配

方的口味进行良好的把控。
施恩公司总经理余伟民先生

认为， 邀请消费者近距离见证施
恩奶粉优质原料供应企业， 可以
说是为公司产品树立“源自全球，
关爱未来”的优质形象。施恩婴幼
儿配方奶粉以贴近母乳为标准，
研发科学的配方，从奶源、原料等
方面整合国际顶尖资源， 将其优
质的研发成果融入施恩奶粉中，
为施恩产品的创新带来了活力和

市场竞争力， 全面打造科学性的
优质婴幼儿配方奶粉。

睡眠对于人体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 不管是对于身体健康还是
美容来说，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可是有的人睡眠不好，常常失
眠。您知道吗，珍珠除了美容养颜，
还能改善睡眠！

失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
如生活节奏太快、 生活压力引起
的抑郁、焦虑和饮酒、夜生活等不
良生活习惯。疾病、不良睡眠习惯、
昼夜轮班工作以及个人和家庭生
活上重大变化都可以导致睡眠不

好。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老
年期以后，?诸如冠心病、肺心病、
肺气肿、糖尿病、颈椎病等，这些疾
病都可严重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
现象， 医学上经常使用的是服食
安眠药或类似的镇静剂。

然而， 任何形式的安眠药都
可产生副作用， 因为这些药物大
多数是化学合成剂， 虽对大脑中
枢神经具有镇静作用， 但它们一
旦进入人体，就难以清除，久而久
之， 就会对整个中枢神经系统产

生毒害作用， 能够引起精神萎靡、
难以兴奋、记忆力下降，食欲不振
等病态现象。

失眠对人体的危害是很大
的，那么用什么可以治疗失眠呢？
用珍珠粉有助改善睡眠。近日，湖
南今珠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推出了
“GIVOE今珠” 系列珍珠饮液，主
要原材料采用“中国珍珠大王”杨
品红教授发明的“水酶法”所制备
的珍珠粉， 可使珍珠粉完全溶解
于水， 人体吸收率高达95%以上，
有易吸收、见效快、不伤肠胃、无依
赖、无副作用等特点，醒来以后神

清气爽， 对改善人体睡眠做出了
重要贡献。珍珠有“育阴潜阳”的
作用，服用珍珠粉后，可改善阴阳
之间的失调状况。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就已明确指出：珍珠“镇心，
安魂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也记载珍珠具有安神定惊作
用，用于惊悸失眠。珍珠粉中含有
多种氨基酸和大量的钙，铜、锌等
微量元素。

它们对大脑神经细胞具有营养
作用， 人体吸收后就能使过度兴奋
而导致疲劳的细胞得到滋养， 使之
安静下来， 特别是珍珠粉所含的微

量元素在大脑中枢中起到“安抚与
镇定”作用，能够起到改善睡眠质量
和延长睡眠时间并无毒副作用的效
果，从而使机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珍珠的神奇功效：改善睡眠（一）

走进瑞典OPO�亲证施恩奶粉好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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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和中央城镇化会议， 全国发
展和改革工作会议15日召
开。 似乎是为落实前述会议
中提出的工作任务和改革方
向，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
在会上表示， 明年将调整优
化预算内投资结构， 大幅度
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
目投资，投资明确了保障房、
高标准农田及中西部铁路建
设等领域。

徐绍史表示，“明年（中央
预算内投资） 主要投向是棚
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
基础设施， 高标准农田和农
村民生建设，水利、中西部铁
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重大节
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核
心关键技术开发应用等重大
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工程，
教育、医疗、社会养老、食品
药品安全等社会事业和社会
管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发
展等领域。”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周清杰认为， 从国

家发改委的表态来看， 明年
投资仍将是稳增长的重要手
段。 这次预算内投资方向
调整，突出表现为“市场
能够完成的都交给
市场，市场失灵或
者参与度不高
的 政 府 来 投
资”， 充分发挥
市场的决定性
作用，这样有利
于优化目前政
府投资结构，使
钱花到刀刃上，
同时给民资提
供投资机会。

徐绍史还
指出， 为培育
新 的 消 费 热
点， 将加快发
展信息消费和
养老、 健康等
服务消费 ，支
持4G网络建设
和业务发展。

■据北京商报

涉及众多利益的“小产权房”仍
未等来“转正”的消息，甚至与预期
相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包括国
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称
住建部） 在内的中央部委对小产权
房的整饬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

记者了解到，对于在建、在售小

产权房的处理口径， 包括国土资源
部、 住建部在内的多个中央职能部
门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即在对小产
权房保持“严打”的基础上，对于违
反土地用途占用耕地开发、建设、销
售的小产权房，一律予以拆除。

■据中国经营报

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
资源总量首次出现了绝对下
降的情况， 比前年劳动力的
供给减少了345万， 这一重
要信号预示着中国劳动力无
限供给的时代将要结束了。
在15日参加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时， 人保部副部长胡晓义
提出了上述观点。他表示，加
强培训是把我国从人口大国
变为人力资源强国最重要的
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
学院教授彭剑锋认为， 我国

人口红利拐点已经出现，对
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说， 这将
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人口红
利消失后， 会倒逼经济发展
方式的转型， 以及产业升级
的换代， 这可以促进产业结
构的调整。 ■据北京商报

明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敲定七大投向

部分小产权房或被拆除

人保部：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将结束

财政部网站昨天公布了
2014年关税实施方案。该方
案明确，2014年将对“供婴幼
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配方奶

粉”、“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
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 氨基
酸配方、 无乳糖配方特殊婴
幼儿奶粉”执行5%的进口商

品暂定税率。 而这两类食品
的最惠国税率分别是15%和
20%。

■据人民网

上周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明确了2014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其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
为7.5%左右，与今年一致。国家发
改委一名政策研究专家称，中央提
出明年GDP预期增长继续维持

7.5%左右的目标， 目的主要有两
点， 一是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可
以保障就业不出问题；二是担心将
增长预期调低后，市场预期也随之
变坏。

■据财经网

财政部公布2014年关税方案
婴儿奶粉进口税率仅5%

明年GDP目标仍定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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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 不少企业纷纷招兵
买马、囤才过冬，而不少劳动者也抱
着“骑驴找马”的心态，想为自己找
好下家，再辞上家。湖南律合人力资
源有限公司法律专家提醒劳动者，
跳槽固然可行，但注意不要触碰“法
律雷区”。

著名律师、 湖南律合人力资源
有限公司首席法律顾问、 湖南金州
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平凡指出，避
免“跳槽雷区”，劳动者需要特别注
意几个问题。首先，根据我国目前的
劳动法体制， 一个劳动者只能有单
一的劳动关系，可以存在兼
职关系但不能存在多重劳
动关系。

其次，劳动者在与下家
签订合同时，应当先解除上
家劳动合同，并办理交接及
离职手续，这样既能获得原
单位给付的经济补偿金，也
不会存在新单位以其存在

欺诈行为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要求解
除劳动关系并给予赔偿的法律风
险。 就算劳动者所在用人单位出现
拖欠工资等情形， 也应当按照前述
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离职，并
办理好交接手续及离职手续，“有始
有终”地离开原公司。

律师主理的律合人力资源温馨
提示： 您有任何劳动法律方面的疑
问 ， 欢迎来电咨询 ， 维权热线
400-0115-700。

■通讯员 易编编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年底想跳槽？律合专家助您避免“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