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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写
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
（2021）》发布。其中，各种类食物摄入量
过高或过低与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有了
更多证据展示。哪些食物确实能够降低
身体健康风险，哪些会带来不良的结
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适当增加8类、减少6类食物摄
入，有助降低慢性疾病风险

《报告》中汇总了与主要健康结局风
险降低相关联的膳食因素，主要有：全谷
物、蔬菜、水果、大豆及其制品、奶类及其
制品、鱼肉、坚果、饮水（饮茶）等。此外，
过多摄入可增加不良健康结局风险的膳
食因素主要有：畜肉、烟熏肉、食盐、饮
酒、含糖饮料、油脂等。

2.超半数成年男性饮酒，一半以上

男性饮酒者过量饮酒
饮酒行为较为普遍，《报告》指出，

2015年监测结果显示，我国成年男性居
民饮酒率为64.5%，女性为23.1%。饮酒
者日均酒精摄入量男性为30克，女性
12.3克。按照饮酒者日均酒精摄入量≥
15克定义为过量饮酒，一半以上的男性
饮酒者过量饮酒。

3.盐摄入量仍超标，但每日摄入较
之前已减少4.6克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食用盐
每人每日摄入量不超6克。而2015年调
查显示，家庭烹调用盐摄入量平均每人
每天为9.3克。虽然超过了推荐量，但盐
摄入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1992年
相比，人均烹调用盐量下降了4.6克/天，
每10年平均下降2克/天。

4.儿童青少年含糖饮料消费率高于
成人

含糖饮料消费逐年上升。报道提
到，城市人群游离糖摄入有42.1%来自于
含糖饮料和乳饮料。儿童青少年含糖乳
饮料和饮料消费率在30%和25%以上，
明显高于成人，应引起足够注意。

5.全谷物摄入，只有两成人达标
《报告》指出，居民全谷物、深色蔬

菜、水果、奶类、鱼虾类和大豆类摄入不
足。比如，谷物仍以精制米面为主，全谷
物及杂粮摄入不足，只有20%左右的成
人能达到日均50克以上，约有40%左右
的成人不常吃大豆类制品。

6.人均每天吃半斤蔬菜，肉类摄入
增加

《报告》指出，我国大多数人群膳食结构

仍保持植物性为主，谷类食物仍是能量的主
要食物来源。其中，居民蔬菜摄入量仍稳定
在人均每日270克左右，与其他国家相比一
直处于较好的水平。此外，居民动物性食物
摄入量增加，优质蛋白摄入量增加。

7.江南地区饮食模式值得学习
长期遵循平衡膳食模式，是健康长

寿和预防膳食相关慢性病的重要基石，
并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中国人群不
同膳食模式对健康结局的影响研究结果
显示，以多蔬菜水果、多鱼虾水产品、经
常吃奶类和大豆制品、适量的谷类和肉
禽类、烹调清淡少盐为主要特点的江南
地区模式，代表了东方健康膳食模式。
具有这些膳食特点的地区，人群发生超
重肥胖、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和脑卒
中等疾病的风险均较低。

8.肥胖者持续增多，农村胖得更快
肥胖常伴有多种代谢异常，是高血

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重要危险
因素。《报告》提到，从2000-2018年成人
超重和肥胖率的变化趋势来看，肥胖率
上升速度大于超重率的增长；农村人群
超重和肥胖率的增幅高于城市人群。

9.身体活动水平逐年下降，每天屏
幕时间3小时

《报告》提到，近20年来，我国居民总
体身体活动量逐年下降，成年居民职业
性、家务性、交通性和休闲性身体活动总
量逐年减少。成人缺乏规律自主运动，
静坐时间增加，平均每天闲暇屏幕时间
为3小时左右。在能量摄入不变情况下，
身体活动量降低是造成人群超重肥胖率
持续增高的主要危险因素。

第七十一期

怎样吃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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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婷

14日下午，瓜沥镇组织辖区内近70家
智能制造所涉企业负责人和智能制造工程
服务商召开项目推进会，进一步提升传统制
造业生产、管理、营销等环节的自动化、智能
化、信息化水平，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步伐，助推瓜沥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前，全体与会人员走进浙江楠源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了该企业智能
制造项目建设情况。

浙江楠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瓜沥镇
率先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企业之
一。当前，企业第一期智能化改造及MES
系统已投入使用。

在浙江楠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智能

化生产车间内，一块电子显示屏上实时跳
动着车间内各条生产线上的设备状态变
化、加工节拍、产品合格率、设备报警信息、
刀具寿命、旋转料架状态等数据，全维度精
密地监测着各个生产环节。“生产线上的数
据读取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吗？智能制造工
程服务商有推荐吗？原有的生产设备上可
以接入数据读取接口吗？……”大家边走
边看边交流，认为此次参观收获满满、受益
匪浅。

座谈会上，楠源机械、达美染整、航民
股份、雅马哈乐器、友成机工、前进锻造等
10余家企业围绕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进
行了交流发言或经验分享。

据悉，自去年5月以来，瓜沥镇分行
业、分批次组织企业前往区内先进标杆企

业参观学习、召开工业经济例会；组织辖区
内规上企业参加企业数字化转型导入式培
训；在楠源机械等重点骨干企业中率先进
行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开展数字化咨询
诊断服务……致力于推动传统产业在打造
先进制造业的征程中，走出一条智能制造、
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接下去，瓜沥全镇将围绕“新增产业空
间 100万平方米、新增国家级高新企业
100家、完成整体数字化改造企业不少于
100家”的“三个一百”年度目标，每季度开
展行业领跑企业竞赛、举行工业项目开工
大会、进行智能化改造进展排名，打出空间
盘存、智慧赋能、内强素质等产业组合拳，
打造新制造中心第一镇，推动瓜沥经济实
现高质量发展。

瓜沥：紧盯“三个一百”加快推动转型升级

■见习记者应海天通讯员丁水富瞿梦丹

本报讯 近日，来到浙大二院总部项
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程车辆与建筑工
人穿梭其间，建设场景十分火热。

浙大二院总部项目是蜀山街道辖区
内的重要区级民生工程和城市发展配套
工程。以该项目落户为契机，在蜀山，有
关于生物医药产业的布局筹谋，正在付诸
实践。近年来，蜀山街道积极排摸培育辖
区杭州英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一真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生物医疗健康相关
企业项目，进一步扩大生命健康产业“生
态圈”，逐步形成“一镇三园多点”的发展
格局。

“一镇”即国际健康小镇；“三园”为面
包树生命科技产业园、家家健康产业园、万
冠智汇港；“多点”即为辖区内生物医药行
业重点企业。依托浙大二院总部项目院区
项目落地的虹吸效应，高端、高附加值、高
科技含量的项目竞相涌入，进一步凸显了
蜀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优势。

与浙大二院总部项目直线距离不到
500米的杭州英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
台湾城园区内似乎不那么显眼，但里面大
有文章。英健生物是国内第一家将干细胞
技术成功转化应用于骨科临床并进入收费
目录的企业。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除了
攻克组织工程骨及软骨修复技术外，目前，
由英健生物研发的用于消化系统创面修复
再生的智能生物材料已完成多中心临床试
验，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市场推广做准备。

“随着早癌筛查的推广，针对消化道早癌切
除术后创面食管狭窄，肠胃出血、穿孔等并
发症，英健生物研发的生物智能材料就像

‘创可贴’一样，可以减少创面出血、穿孔，

加速愈合，大大解决了医生与患者的后顾
之忧。”当前，英健生物研发的骨组织修复
技术和消化道黏膜再生修复生物胶等创新
医疗器械，已与多家医院实现合作，市场前
景广阔。

随着企业的集聚，辖区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链不断完善。杭州一真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企业致力于健康产业链延伸，打造

“智能制造+物联网”“医疗连锁+适宜技
术”“传统医学研究+健康培训”三大业务
板块。杭州萧山国投瑞康医学影像中心专
注健康服务，采用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分子
诊断及分子影像技术，为群众提供肿瘤筛
查及医学影像服务，不断提高疾病的诊断
水平。

下一步，蜀山将聚焦生物医药产业调
研、精准招商，瞄准链上项目建设、企业需
求，夯实产业培育和企业服务，重点依托浙
大二院总部项目优势，吸引生物医药产业项
目落户，以产业生态建设为重点，推进产业
从“单点引领”向“链式生态”的发展转型。

蜀山绘就生物医药产业“一镇三园多点”蓝图

日前，杭州市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举重比赛在区少体校举行，来自全市的
150余名运动员参加男子、女子甲乙丙三个组别比赛，我区代表团获得团体第二名。

记者 范方斌 通讯员 谭罗敏 摄
力拔千钧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萧靖

本报讯 近日，浙江省乡村振兴领
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浙江
省善治村”“浙江省善治示范村”认定
名单，靖江街道雷东村入选2020年度

“浙江省善治示范村”。
据悉，“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建设

旨在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
村治理体系，提升长效管控水平和服
务能力，着力打造基层治理现代化先
行区。

雷东村坚持党建引领，积极引领

村民参与自治和共治模式，通过建立
“村党总支管理+网格管理+小组管
理”的组织、治理模式，打造“生态雷
东、和美家园”的优质生活环境，实现
党建引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齐心
协力推进村庄治理。

同时，雷东村以文创为主导的特
色产业已形成了一系列的品牌，具有
一定的辨识度和知名度。在农村电子
商务“一村一品”实体项目建设中，通
过开办电商培训课程，为有需要的村
民提供电商培训班，实现线上、线下经
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靖江街道雷东村入选
2020年度“浙江省善治示范村”认定名单

■记者 周珂 通讯员 王新江

本报讯 日前，楼塔镇第二届全
民运动会开幕式在文体中心举行。仪
式上，楼塔镇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成立“迎亚运、理论宣讲、平安护
航、关怀便民、文化体育、科学科普、文
明创建”等七支志愿服务队伍，将常态
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以点带面引导
老百姓主动参与、乐于参与亚运事业。

占地 800 平方米文体中心的启

用，将联合已陆续开放的楼曼文纪念
馆、楼塔抗战纪念馆、楼英纪念馆、李
可染画院楼塔艺术中心、徐双喜艺术
馆等馆所，为楼塔人民健身运动带来
更多便利。

当天，楼塔镇第二届全民运动会
首个比赛项目乒乓球比赛正式开赛，
来自全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各村社共
14支队伍、61名选手参加的乒乓球比
赛角逐。接下来,楼塔镇将举行篮球、
羽毛球、登山等十二项体育赛事活动。

楼塔镇第二届全民运动会拉开帷幕

■通讯员 曲特 记者 张旭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出租房屋和
流动人员管理，确保辖区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日前，红山开展出租房清查行动。

清查行动中，检查人员对辖区出
租房的租户进行了核查，采集出租人
员信息，详细了解租户人员来源地、从
业背景等，切实有效管控辖区流动人
口。同时，检查人员还检查了出租房
的消防安全情况。

据统计，本次行动一共清查房间
数109间，清查人员176人，暂住证新
办人员8人，注销4人，发放防诈骗资
料258份，发现消防隐患3处，并通知
其房东限期整改。

通过此次清查行动，红山农场进一
步提高了辖区出租户的安全意识，最大
限度消除了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存在
的治安、消防隐患。接下来，红山还将
不定期开展集中清查行动，为辖区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红山清查出租房 织密辖区“安全网”

■记者 刘殿君 通讯员 金城

本报讯 日前，在第五十二个“世
界地球日”即将到来之际，南阳街道将
地质灾害防控宣传与推进网格化服务
管理相结合，对辖区内重点区域开展
地质灾害隐患拉网式排查，对一般地
区开展入户防控。

南阳自然资源所全体成员分批前
往红山村、远大村、坞里村、雷山村等
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与各个村社的
网格员一起，按照“排查到点、不留死
角”的原则，对地质灾害隐患进行全面
排查，并做好相应安全防控宣传工作。

检查人员首先对坞里村杭州凯泉
织造有限公司北侧边坡崩塌、远大村
540号屋后边坡崩塌、杭州可淋普卫
浴有限公司北侧山坡崩塌这三个地质
灾害隐患点进行了回头看，对有灾害
发生迹象以及易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
点，及时落实责任人、监测人，明确预
警信号、人员撤离路线、通信联络、抢
险救灾等措施。其次是来到迎亚运环
境整治点进行现场踏勘，对辖区内涉
及的杭州萧山周氏建材厂建设项目、
南阳街道林道建设项目、南阳街道黄
山庙建迁项目进行现场踏勘，拟定相
应的整改方案。

南阳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网格化排查

■实习生 袁琦 通讯员 蔡樱

本报讯 近日，广泽社区为解决
社区居民电动车充电难的问题，积极
与社区居民代表、物业负责人及辖区
单位进行多次协商沟通，最终选定在
广泽小区75幢—76幢西面、77幢—
78幢中间、81幢—82幢中间及83幢
—84幢中间四处位置集中安装公共充
电桩和非机动车棚，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公共充电桩正式投入使

用后，居民只需把电动车停放在充电
区，按照相关指示操作就能轻松充
电。“我家住在三楼，以前都要从家里
拉一根电线下来才能充电，非常麻
烦。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我心里都害
怕。现在有了充电桩，方便多了，也安
全多了。”家住广泽社区的小李实实在
在享受到了公共充电桩带来的便利。

此次广泽社区整改“飞线”问题，
设置公共充电桩，有效消除了私拉电
线给电动车充电造成的安全隐患。

广泽社区公共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