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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在微信公
众平台同步刊登
微信公众号：
ycqueqiaohui
相亲报名热线：4940520

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出租出售
西体育场体育局高层门面
房上下二层305平方米。
电 话 ：13903759918

出租
出售

助听器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特色美食
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健康美容
假发、补发

市区联盟路中段（联盟鑫城院内一楼）
电话：13849583359

专业保安省厅资质 13503413333●
保安物业

五星物业免费试用 13783266331●

龙山公墓
龙门大道 电话：2078631

殡葬服务

河南迈景园林17603753837●
景观设计施工

回收名酒老酒13137762626●
本地老酒回收

喜庆搬家公司13803750375●
搬家服务

●弘福祥老年公寓15937568881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老年公寓

友情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对双方有效证

件，投资汇款请谨慎。本栏目信息不作为承担法

律责任的依据。

本报讯 11月18日下午，由
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组织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
作推进会在市市场监管局会议
室召开，以进一步解决我市中
小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少、融
资贵的问题，推动我市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工作发展。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是指企
业以合法拥有的专利权、商标
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
作为质押物从银行获得贷款的
一种融资方式，旨在通过知识
产权资源向生产要素转化，帮

助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因缺少
不动产担保而带来的资金紧张
难题。

在推进会上，与会单位人
员集中学习了有关优化营商环
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介
绍了我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知识产权运用及质押融资工作
的开展情况、专利权质押登记
流程、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情况，
总结了我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工作目前取得的成效、存在的
问题、短板和差距，明确了整改
目标、措施和任务。中行平顶

山分行结合案例分享了近年来
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工作
经验和做法。市市场监管局
（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江
波、市金融工作局副局长杜
娟、市银保监分局副局长杨
胜利，中行平顶山分行、农行
平顶山分行、邮储银行平顶
山分行、平顶山银行、鹰城农
商行主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
参加了会议。

会议明确，推进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工作，事关优化营商
环境、“万人助万企”和助推企

业质量技术提升，事关我市发
展大局。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工作向纵深发展，需要企业、
银行和政府部门携手并进。
企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
产品市场竞争力；银行要充分
利用好有关激励政策，采取积
极措施开展企业
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业务，进一步
规范信贷融资收
费，降低企业融
资门槛和综合成
本；政府部门要

当好服务企业发展的“店小
二”，进一步营造便捷、高效、
公平、开放的知识产权营商环
境，努力促进我市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运用实现爆发式增
长。

（李爱仙 孙建峰）

我市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

天气越来越冷，大家会
想：该吃点什么来进补御寒
呢？很多人首先想到了牛
肉。牛肉一直也是人们秋冬
进补的重要食物，涮牛肉、炖
牛腩、牛排、牛肉汤都是大家
的最爱。

最近有一则报道称，广州
53岁的张阿姨想着秋冬进补
一下，一晚上吃下1.5公斤牛肉
等食物，而后因腹痛送急诊，
查出是急性胰腺炎，她的血脂
严重超标，经 ICU抢救才化险
为夷。一晚上吃这么多牛肉，
会增加患胰腺炎的风险。咱们
今天就来探讨一下，冬季进补
到底如何安排饮食更健康呢？

吃牛肉能暖身
其他肉类也有类似效果

很多人觉得吃完牛肉后
很暖和，认为牛肉能暖身，帮
助御寒，尤其是怕冷的人。

为什么会觉得吃牛肉能
暖身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1.肉类能量高。作为一种
肉类，牛肉富含丰富的优质蛋
白质，还有大量的脂肪，因为
牛肉好吃，我们经常都会吃很
多，就会摄入大量的能量，这
些能量就会让我们觉得暖和，
帮我们抵御严寒。

2.食物热效应高。牛肉中
含比较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
的“食物热效应”较大，也就是
说蛋白质相比其他两大类营
养物质——碳水化合物和脂
肪，消化吸收时产生的热量更
多，吃完让人们感觉身体更暖
和。

3.含铁丰富。人体的产热
系统就像一个大锅炉，我们吃
进去的食物就是燃料，血液中
的血红蛋白负责运输“助燃”
的氧气，只有燃料、氧气充足

时，身体才能不断地得到热量
供应。

如果人缺铁、贫血，体内
血红蛋白携带的氧气不足，就
会更容易觉得冷，很多人老
是手脚冰凉，经常也是因为
缺铁贫血导致的。而牛肉能
提供大量血红素铁，有利于
提高血红蛋白含量，缓解贫
血和低血压人群的怕冷症
状。

了解这些可能的原因后，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吃猪肉、
羊肉、鸡肉、鸭肉、鱼肉也可以
获得和牛肉类似的效果，也都
不会比牛肉差。

冬季手脚冰凉
喝姜水、吃红枣其实没用

冬天，很多人会觉得体
寒、手脚冰凉，所以想着要多
多进补。坊间流传的很多偏

方都提示要多喝姜水、吃红枣
等。这样做有效吗？

其实，姜水或者红枣都不
能有效地改善体寒问题。冬
天之所以容易体寒、手脚冰
凉，主要还是因为冷，增加衣
物、注意保暖才是王道。

喝热生姜水会让我们觉
得暖和，主要是因为热水的
温度，跟生姜没有太大关系；
至于红枣，它的维生素 C 含
量丰富，能促进铁的吸收，但
是并不会让我们觉得更暖
和。

如果想从饮食改善，可以
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因为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高，
会使得人体散热增加，让人舒
服一些。

另外，建议大家冬天也要
保证每天30分钟以上的有氧
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也会让

我们觉得暖和。

如何吃牛肉
才能暖身又健康？

到 底 如 何 健 康 吃 牛 肉
呢？注意三点：

1.适量，不要吃太多。我国
膳食指南推荐每天食用畜禽
肉类 40～75 克，也就是不到
二两，一盘涮肥牛可能就有半
斤到八两，涮一盘就超标了。

2.搭配蔬菜水果。牛肉
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光吃
肉。健康的关键还是食物多
样化。牛肉吃太多也不好，
还是要注意搭配一些蔬菜和
水果。

3.少喝汤，尽量吃肉。汤
里的营养其实很少，大部分还
是在肉里。乳白色的牛肉汤
中脂肪很多，味道好喝，但并
不健康。

别为了冬季进补
而吃太多肉

其实，冬天虽然冷一些，
但饮食跟其他季节并没有很
大区别，还是要保持良好习
惯，注重营养均衡，不能吃太
多肉。

为了做到健康的冬天进
补，可以从几个方面做起：

1.参考膳食宝塔安排日常
饮食，保证食物多样化。

冬天冷，很多人只想到吃
肉，不愿意吃蔬菜和水果。实
际上，在抵抗严寒的时候，人
体对维生素C、矿物质等微量
元素的需求会更大，所以，不
能光想着吃肉，还是要吃多样
化的食物，特别要注意保证蔬
菜和水果的摄入量。

2.注意多喝水，可以喝温水。
冬季干燥，人体对水的需

求更大。如果觉得冷，可以多
喝温水。不要喝太烫的水，因
为超过65℃的热水会增加患
癌症的风险。

3.注意摄入钾。
增加富钾食物（新鲜蔬

菜、水果和豆类）的摄入，并减
少含糖饮料、红肉以及含饱和
脂肪多的食物的摄入。

4.摄入优质蛋白质。
增加蛋白质含量高的食

物摄入，比如瘦肉、鸡胸肉，不
吃或少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肥肉。

5.适当增加有氧运动，增
强抵抗寒冷的能力。

御寒最根本的还是强健
体魄。不能因为冷就窝家里
不出门，越是不爱活动，就越
容易长胖，活动少了，人体代
谢功能就会变慢，反而变得更
怕冷。

（阮光锋）

冬季进补时节，吃点啥来御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