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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次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合格
涉我省一企业，已责令停止销售、召回不合格产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26日发
布消息称， 食药监总局3月组织抽检
婴幼儿配方乳粉199批次，抽样检验
项目合格的样品196批次，不合格样
品3批次。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存在
食品安全风险的样品2批次， 涉及的
标称生产企业、 产品和不合格指标
为：加比力（湖南）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的超级优盾婴儿配方奶粉（1）中氯的
检出值为8mg/100kJ， 比食品安全
国家 标 准值 下限 低 4mg/100kJ。 吉
林省的敦化美丽健乳业有限公司生
产的金贵族幼儿配方奶粉中锰的检
出值为1.11μg/100kJ，比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值下限低0.09μg/100kJ。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不符合

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 不存在食品安
全风险的样品1批次，涉及的标称生产
企业、产品和不合格指标为：黑龙江汇
昌贝滋特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幼儿配
方奶粉 （3段） 中亚油酸的检出值为
0.12g/100k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为
0.07—0.33g/100kJ，产品包装标签明
示值要求为≥0.16g/100kJ，比产品包
装标签明示值要求低0.04g/100kJ。
对上述检出不合格样品的生产
企业，食药监总局通知吉林、黑龙江、
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责令
生产企业及时采取停止销售、召回不
合格产品等措施， 彻查问题原因，全
面整改，对相关企业依法进行调查处
理。
■据新华社

连线

“
长沙记忆”旅游
商品体验馆开幕

母婴家政业打出
“中医牌”
家政专业培训或帮失业人员迅速就业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母
婴家政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中医特
色的母婴健康服务技术市场需求巨
大，很多母婴家政企业开展中医药技
能培训，以迎合市场需求。4月25日，
中国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中心联合
湖南金领玮业集团，共同在长沙设立
母婴保健工作站，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中医药适宜技术，提高行业从业人员
技能水平。

母婴家政服务要求将提高
据相关数据显示，实施“全面二
孩”后，预计每年将新增250万新生
儿，2017年新生儿总量将突破2000
万人。
“这样势必会出现生育年龄延
后，老人辈年龄过大，无法承担起照
顾婴幼儿的责任，从而使母婴护理需
求出现成倍增长现象。” 湖南金领玮
业集团董事长梁云认为，市场对母婴
护理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不少客户
希望从业人员懂得母婴保健、催乳等
技术。
“与此同时，不少大学毕业生、
城镇失业人员、农村闲置人员面临
就业难。”梁云说，对这些失业和闲

置人员进行家政专业培训，能让他
们迅速实现就业， 并受到客户青
睐。

用培训促进市场规范化
近年来，母婴家政业流行打“中
医牌”。“受过中医药技能培训的家政
员工，工作更好找，收入也更高。今后
会有更多的母婴家政企业对员工进
行中医药技能培训。” 中国民间中医
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副会长于更生受
邀指导母婴保健工作站的日常培训，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母婴家庭
保健中医药适宜技术有母婴保健、小
儿推拿、产后恢复等20多种，专业化
程度高，这也是中医药科技开发交流
中心联合业内企业开展专业培训的
原因。
“我们将通 过线 上 和线 下结 合
的方式，对培训者进行中医药技能
培训。”于更生说，将组织专家开展
所有培训内容的标准化建设，以提
升母婴保健服务市场的标准化和
规范化程度，提高行业从业人员技
能水平，满足客户日益提升的个性
化需求。
■记者 甄荣 通讯员 董曦

银行

农行员工成功申报国家专利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传来消
息，农业银行怀化辰溪县支行青年员
工龙世伟申报的《多用途半开式穿引
针》项目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龙世伟是2012年辰溪支行的大
学生员工，在支行营业部先后从事高
柜柜员、 大堂经理及运营主管工作。
在日常凭证整理、资料装订等业务处
理过程中，他发现人工穿引针存在引
线难、退线难、可适用的引线种类有
限等缺陷，于是有了优化手工针针体
结构的想法。 通过反复摸索实验，一
种半开式弹性曲体结构穿引针设计
初步定型。 作为一个法学出身的员
工，“专利权”一下子跃入了龙世伟脑
中。 在大学老师的指导及帮助下，经

过一个多月的反复论证、修改，设计
更加完善，很多细节上的构造既兼蓄
了使用上的便利性，更体现了对视力
不济人群的人文关怀。
据了解，多用途半开式穿引针的
设计不仅提高了穿线、 退线速度，而
且可适用的引线种类也更加丰富，大
大降低了银行后台工作人员凭证整
理、资料装订的劳动强度。
■张喜英 杨遵军 潘显璇

4月26日，顾客在选购旅游商品。当天，“长沙记忆”旅游
商品体验馆 （高铁一号馆） 在长沙火车南站黎托客运枢纽开
幕，是全国首家注重个体体验消费的旅游商品门店。产品涵盖
长沙本地生产的生活用品等2000多个品种。
记者 李健 龙文泱 见习记者 蔡旻旼 摄影报道

5月15日前，可报名“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本报4月26日讯 第二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 大
赛（长沙赛区）已在长沙 市
全面开启，今天大赛宣传日
活动在长 沙市 人力 资 源大
厅举行。 从即日起到5月15
日，年满18周岁不超过40周
岁的青年 创业 者 均可 登录
“中国创翼” 青年创业创新

大赛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
报名参加，然后到项目工商
注册所在地的所属区县
（市）人社局现场报名确认，
即报名成功。
此外，长沙市创业指导
中心面 向全 社会 征 集长 沙
创 业 标 识（logo) 和 长 沙 创
业精神表述语，详细要求参

见长 沙市 人力 资 源和 社会
保障局 官网 公 告或 关注 微
信公众号“长沙市创业指导
中心”。 本次征集设最佳作
品各1个，各奖励现金5000
元；入围作品各2个，各奖励
现金1000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刘毅 何权恒

由著名心脑血管病专家张庆寿教授研究发现的千年藏方“双通换血疗法”，成功攻克了心脑血管疾病难题。
名医张教授亲自撰写医学巨著《血的心脑密码》，将这一全新医学成果公布于世。
全书内容详实，易学易用，由心脑血管康复基金出资购买 1000 本，向全国患者免费赠阅。
偏瘫、中风、脑血栓、高血压、心绞痛、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塞等患者，请电话预定，免费快递到家。

《血的心脑密码》
教您治疗心脑血管病
今天 8:30-17:00，读者请拨打赠阅热线 400-662-1855
活动限量 1000 本，免费赠阅，分文不收。 快递到家，送完即止。

特大喜讯：
由著名老中医张庆寿教授倾尽毕生心血编撰的医学巨著《血的心脑
密码》，为广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藏医学心脑血管疾病全新
疗法：见效快、疗程短、不易复发！ 现由心脑血管康复基金出资，向广大
患者免费赠阅 1000 本。 大量的病例分析、大量的生活细节以及特殊的食
谱，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和借鉴价值。 只要认真读完这本书，不出门，不
花钱，关键时刻有望挽救生命！

专家点评：90%以上内容都是首次公开

出版社编辑：心脑血管病患者的一本救命书

《血的心脑密码》 是我国著名心脑血管病专
家、名医张庆寿教授编撰的最新医学专著。 张教
授历尽艰辛还原流失千年藏方，手把手教心脑血
管病患者全面掌握应对心脑血管病的“双通换血
疗法”，让您在家也能学到战胜心脑血管病，远离
并发症，节省大把的医药费。
审阅该书的专家指出：《血的心脑密码》一书
中 90%以上的内容都是国内公开的最新医学成
果。 对偏瘫、中风、脑血栓、高血压、高血脂、心绞
痛、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心肌梗塞、头晕头痛、心
慌胸闷等十几种心脑血管疾病都具有显著的临
床指导性。

《血的心脑密码》是天津科技出版社 2015 年
重点出版物。 作为一家国家级出版社，一直承担
着向全社会介绍最新医学成果的重任。 谈到该书
的出版过程，编辑蔡先生坦言：
“这本书由著名专家张庆寿教授亲笔撰写，
凝聚着这位知名专家近六十年的临床心血，特别
珍贵！ 这不仅是一本心脑血管病防治科普读物，
更是一本专门为全国近亿患者所著的书。 ”

读者反馈：花 5 天读书，省下几千元医药费
据调查，拿到此书后，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迫不
及待的一口气读完，然后立刻追悔莫及：原来自
己的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方法错误！ 以前的医
药费都是白花了！
河北邯郸退休干部陈先生三年前因脑梗落
下半身瘫痪，他来信说：没看之前以为这辈子就
这样了。 读完之后才恍然大悟，只要方法得当，心
脑血管病原来是可以康复的。 短短 2 个月，过去
天天吃的 5、6 种西药大部分不吃了！

免费赠阅仅限 1000 本，电话预约，送完即止
本次赠阅活动的组织者心脑病康复促进会慷
慨出资，购买了 1000 本图书。 谈到活动目的，他
们说：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很特殊，普遍常年承担
着难以想象的身体痛苦和经济负担。 他们比任何
人都更需要一流专家的亲自指导。“我们就是希
望全国患者不花一分钱，把真正的内科专家请到
咱们身边，告诉咱们的治疗方法。 ”

领书免费热线：400-662-1855
我们承诺：本次公益活动期间，绝不收取书
本费、邮寄费、手续费。 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快递到
您家。 只是由于经费有限，我省仅限量赠送 1000
本，领完即止，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