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7日，在
位于长沙市车站北
路的一超市内，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防
晒品， 不少热门单
品已经售罄。

记者 卜岚 摄

5月17日，记者走访多家商
场和超市发现， 不少门店在较
为显眼的位置均设置了防晒专
柜，柜台上摆放着防晒霜、防晒
喷雾等等， 甚至也出现了不少
新宠，比如全脸防晒面罩、防晒
丸、防晒糖等，价格从49元到数
百元不等。

“眼角防护口罩69元/个，冰
薄系列防晒披肩139元/件，现
在已经都卖完了，连部分防晒霜
也出现了售罄等情况。” 位于车
站北路的步步高超市内，门店工
作人员正在整理货品，“一个月
前这些防晒品就开始热卖，买的
大多是20-30岁的女性。”

“这款防晒面罩很好的，只
剩最后3个了！”看到记者犹豫，
浏阳河大道附近佳宜超市的老
板赶忙上前介绍，“这个面罩是
眼、面、颈一体防护的，还可以

修饰脸型，49元/个。 你看这两
边是扣起来的， 拆下来还可以
做防晒口罩使用， 这几天就卖
了20多个。”

谈及防晒单品， 从事文化
行业的田小姐深有感慨，“前两
天准备在网上买一顶蕉下的贝
壳防晒帽， 那个帽子可舒展成
14厘米的超大帽檐， 还可以收
卷成双色发箍。 下单时发现基
本断货，一个月就卖了10万件，
就连其他店的仿品也卖空了。”

不仅仅是物理防晒品，就
连防晒丸、防晒糖也迎来了“高
光时刻”。“60粒429元一包，每
天吃2粒，可以淡化斑点，阻止
黑色素形成，360度全天防晒。”
在淘宝上， 一家售卖进口防晒
丸的网店客服介绍， 这款产品
这月就卖了500多盒，是可以吃
的“植物美白针”。

不运动、一秒就瘦、明星带货、
物美价廉， 这几个词眼在减肥人士
的眼中看来足以成为“疯狂”下单的
理由。近日火遍各大平台的“束腰”
打着一秒变瘦的宣传语进入了大家
的视野。对于它的流行，有人认为束
腰可以让人一秒变瘦是减肥者的福
音， 也有人认为长期佩戴会挤压内
脏造成不可逆的影响。“束腰” 有哪
些利弊？ 记者采访了专家进行详细
解读。

【市场】
爱美女性成为主要消费人群

“我是一个办公室白领，久坐导
致我的腰越来越粗， 我刚好在朋友
圈的微商看见了有人在卖这个束
腰， 看宣传图戴上和不戴上的差别
实在是太大了， 没忍住我就消费
了。”长沙市民黄女士说，她身边也
有不少朋友在使用束腰， 所以没顾
得上多想就将束腰购置回家了。

市场上， 热衷于购买束腰产品
的群体，主要是黄女士这类的女性。
记者检索各大购物平台发现， 束腰
的种类、品牌繁多，不少品牌还有明
星网红等代言。 价格也是从19元到
399元不等。 在各类束腰的评价下

也是出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

【危害】
勒小腰围付出的是健康的代价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师陈仕表示， 束腰之所以
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急速“瘦身”的效
果就是它通过使有弹性的面料形成
强大的压力，把脂肪、肋骨、肌肉、内
脏这些比较软的组织都向中间挤作
一堆，腰自然看起来就变细了。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会造成骨
骼变形。”陈仕介绍，束腰长时间的
挤压会造成胃不能进行正常的蠕
动， 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发展成为
胃食管反流等疾病， 同样的情况下
肺部也会因为挤压受到限制， 让人
感受到呼吸不畅的感觉； 在挤压情
况下，肝脏同样也会感受到不适，过
滤有害血液的功能也会大打折扣。

“可能束腰的损坏不会在短时
间内表现出来， 但是长此以往必然
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陈
仕表示，穿上束腰虽然是勒小了腰
围， 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健康，建
议大家不要为了追求急速瘦身而
盲目使用束腰， 要遵循科学健康的
瘦身方法。 ■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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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符特（身份证号：4301211982101
06756）不慎遗失位于长沙市雨
花湘府东路二段 200号华坤大
楼 1栋 1506、1507、1508、1509、
1510、1511、1512、1513、1514、1
515、1516、1517、1518、1519、15
20、1521、1522、1523、1524、152
5、1526、1527、1528、1529房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税
务收现专用）（161）湘地现 001
15240第四联、（161）湘地现 00
115241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15242第四联、（161）湘地
现 00115234第四联、（161）湘
地现 00115233第四联、（161）
湘地现 00115232第四联、（1
61）湘地现 00115231第四联、
（161）湘地现 00115230第四
联、（161）湘地现 00115229第
四联、（161）湘地现 00115228
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152
27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1
5226第四联、（161）湘地现 00
115225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73859第四联、（161）湘地
现 00173858第四联、（161）湘
地现 00173857第四联、（161）
湘地现 00173856第四联、（16
1）湘地现 00173855第四联、
（161）湘地现 00173854第四
联、（161）湘地现 00173853第
四联、（161）湘地现 00173852
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7385
1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73
850第四联、（161）湘地现 001
73849第四联、声明作废。

转让公告
我公司受国有企业委托，通过北
京产权交易所网络平台进行挂
牌公开转让：湖南省长沙市雨花
区曙光中路 288，290，292，294，
296 号 404（3-201）室住宅房产，
建筑面积：121.47m2，挂牌底价：
90万元(单价约：7410元/m2)，
保证金：10万元。
缴交保证金及报名截止时间：可
查阅北京产权交易所官网；成交
后，过户税费按国家政策由买卖
双方各自承担；北交所及经纪会
员代理机构应收取的交易服务
费为成交价的 3%由买受方承担。
本次产权交易价款原则上采用
一次性支付至北交所指定账户，
符合贷款条件的可协办担保按
揭贷款手续。受让方应符合房产
所在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标的房产挂牌详细信息请查阅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址：http://
www.cbex.com.cn/）

咨询电话：
13860897799、
18030142806、
18050083866、
0592-5552806
经纪会员地址：
福建省厦门市湖
里区嘉禾路 388

号永同昌大厦 8A
厦门华茂青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中弘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下列营运证：湘 AL166挂、
湘 AM652挂、湘 AH716挂、
湘 AM650挂、湘 AK837挂、
湘 AG718挂、湘 AL527挂、
湘 AF317挂、湘 AE568挂、
湘 AC398挂、湘 AJ169 挂、
湘 AH069挂、湘 AL011挂、
湘 AJ637挂、湘 AH805挂、
湘 AL930挂、湘 AJ008挂、
湘 AE239挂、湘 AM858挂、
湘 AJ799挂、湘 AH316挂、
湘 AE649挂、湘 AK606挂、
湘 AH580挂、湘 AL385挂、
湘 AK916挂、湘 AF715 挂、
湘 AL210挂、湘 AL725挂、
湘 AH275挂、湘 AL977挂、
湘 AK602挂、湘 AF006 挂、
湘 AG359挂、湘 AJ729挂、
湘 AM591挂、湘 AM835挂、
湘 AC243挂、湘 AL337 挂、
湘 AK137挂、湘 AL822挂、
湘 AM075挂、湘 AM076挂、
湘 AM915挂、湘 AM910挂、
湘 AK317挂、湘 AD207挂、
湘 AF750挂、湘 AL989挂、
湘 AH088挂、湘 AG607 挂、
湘 AG902挂、湘 AG210 挂。
遗失共 53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弘物流有限公司下列营
运证：湘 AK808 挂、湘 AK906
挂、湘 AC430挂、湘 AM379 挂。
报废共 4本，特此声明。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 2021 年 6 月 9 日
9 时起至 6 月 10 日 9 时止（延
时除外） 在本公司中拍平台上
对下述标的公开拍卖。 1、安化
县平口镇创新街 43 号一宗
110.2m2 国有出让混合住宅用
地土地使用权，起拍价：68.8 万
元；2、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锣
鼓塔居委会一栋商业房地产，
建筑面积 185.32m2， 起拍价：
76.352 万元；3、南岳镇御街 28、
30 号商业服务房地产， 建筑面
积 188.04m2，起拍价：281.01 万
元。竞买保证金：标的 1、2为 10
万元；标的 3 为 50万元。
咨询电话：13755167528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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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遗失声明
北京永大众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衡阳分公司遗失衡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12 月 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4000000729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东超市配货中心有限公司衡
阳分公司遗失衡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01 年 11 月 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 注册
号：43040015014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研学旅行协会遗失公章
（43012110001720）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天赐缘槟榔店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03010202
150，声明作废。

◆罗愉淞 (父亲:罗桥勇，母亲:
罗向芯)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R430899462, 声明作废。

◆贺诗贻(父亲:贺铝,母亲:杨含)
2015 年 9 月 6 日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 证件编号: P430026881,现
声明作废。

◆陈鑫遗失身份证，号码为 4303
02198910271279，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三分广告设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MA4
QM0PE1Q)遗失公司公章(备案
编号 4301030170170)，发票专用
章(备案编号 4301030170181)，
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人人帮社区公益
服务中心遗失由长沙市天心区
民政局 2018 年 5 月 2 日核发
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430103MJJ61303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玲香遗失由湖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开具的湖南省医
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 ，证号 :
NO 0053000208 ，金额:56405.97
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沃尔信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注册号 430102000154238）
经股东会讨论决定终止经营，现
拟向工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相
关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三
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此公告
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根据公司
法，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钢
电话：15074842266
长沙市沃尔信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代全美（身份证号码为 430722
********6169）遗失 2021 年 1
月 11日就诊、2021年 2月 20 日
开出的湖南省医疗门诊收费票
据（第一联）3 份，发票代码
为：143060121，发票号码分
别 为 ：0028130525、002813
0526、0028130527， 发 票 金
额分别为：5660 元、10 元、
1950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九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由
于保管不善，于 2021 年 3月 6 日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刘辉莉遗失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编
号 20194307722000044。 声明作废。

炎炎夏日到了，“防晒神器”这样选
市场：防晒面罩、防晒丸等产品热销 提醒：口服产品存健康风险，物理防晒最靠谱

“冰袖、防晒面罩，甚至是防晒丸我都备齐了。夏天来了，决不能被紫外线
打败。”穿戴好防晒装备，精致的95后女孩周晴迅速启动汽车，又开始了一天
的“搬砖生活”。

夏日来了，各类“神奇”的防晒品开始热销起来。其中，全脸防晒面罩、眼
角防护口罩、大帽檐防晒帽，甚至一些防晒丸、防晒糖等产品走红网络。这些
真的有效吗？夏天来了，又该如何正确防晒？5月17日，记者
进行了走访。

今年以来， 防晒市场继续
保持着增长态势。 商务部消息
显示，2021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防 晒 品 类 交 易 增 幅 高 达
66.76%。生意参谋数据也显示，
今年2月，防晒成护肤/美体/精
油类目中唯一高交易增长幅度
超过60%的品类。

防晒市场增势喜人， 也出
现了不少创新产品， 不过类似
于防晒丸、 防晒糖这种口服产
品真的安全吗？对此，湖南省人
民医院皮肤二科副主任医师肖
伟荣表示， 这些口服防晒产品
中，其成分不明确，存在一定健
康风险，不建议使用，市民防晒
还是物理防晒最好。

“防晒丸中所含有的白番
茄、维生素C等成分针对的是晒
伤引起的氧化应激反应，它能抑
制晒后细胞的反应，并不能真正
将皮肤与紫外线隔绝。”业内人士
指出，防晒丸是否能够达到防晒
效果则未可知，目前也没有相关
临床证明，所以不要随便使用。

此外，肖伟荣也提醒市民，
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最
强， 市民防晒还是以遮挡性防
晒和涂抹防晒霜等为主。“最好
在出门前半小时涂抹，如果长时
间在户外活动，建议2个小时再
补一次防晒。如果是皮肤过敏者
则不要涂抹防晒霜， 而是佩戴
帽子、墨镜等。” ■记者 卜岚

不少热门防晒单品卖断货走访

口服产品存健康风险，物理防晒最靠谱提醒

穿上一秒就变瘦 束腰能健康变美吗
医生提醒：小心束腰“勒住”您的健康链接

夏天如何科学防晒
对于在夏天如何科学

防晒， 专家对市民提出以
下建议：

1.合理选择防晒用品。
在购买防晒品时，建议根据
使用场景选择防晒系数。
如日常通勤适用SPF15，户
外游玩适用SPF30，海边游
玩适用SPF50。

2. 选择防晒衣看材质
还要看厚度， 主要看防紫
外线功能指数， 最好选择
UPF40+以上的。防紫外线
性能，深色比浅色好，面料
厚比薄好，面料结构紧密比
疏松好，聚酯纤维等合成纤
维比棉等天然纤维好。

3. 多吃一些防晒食
物。 维生素C水果： 番石
榴、猕猴桃、草莓、圣女果、
番茄或是柑橘类都可以。
黄红色蔬菜水果：红色、黄
色蔬菜水果及绿色的叶菜
如红萝卜、芒果、番茄、木
瓜、空心菜等，都富含很多
胡萝卜素， 有利于提高肌
肤抵抗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