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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适宜体重，
不要让体重在短时
间内大幅变化

不仅要吃出健康，老人的体重变
化也需要定期测量、着重关注。《指
南》明确，老人应当保持适宜体重，
BMI（体质指数）最好保持在20.0-
26.9。如果BMI超出范围，应当在饮
食和身体活动方面进行适度调整，使
体重平缓达到正常范围，而不应采取
极端措施让体重在短时间内产生大
幅变化。在没有主动采取措施减重
的情况下出现体重明显下降时，要主
动去做营养和医学咨询。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
科副主任中医师卢岱魏提醒，老年人
机体突然开始消瘦一定要引起重
视。可能是一些甲状腺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糖尿病、慢性肝病、肿瘤等疾
病的预警信号。建议及时到医院就
诊，排查健康隐患，防患于未然。

《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2022）》发布

吃出健康 注意三“不”四“要”

近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营养学会共同启动全国老年营养改善行动，并发布了新版的《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2022）》

（以下简称《指南》）。其中首次对65岁及以上老人的膳食搭配做了核心推荐。家中老人想要吃出健康，哪些方面需要重视？ 扬晚

深色叶菜要多
吃，蔬菜水果不能互
相替代

《指南》指出，在一般成年人平衡
膳食的基础上，应为老人提供更加丰
富多样的食物，努力做到餐餐有蔬
菜，尽量吃不同种类的蔬菜，特别注
意多选深色叶菜的摄入，比如油菜、
青菜、菠菜、紫甘蓝等。尽可能选择
不同种类的水果，每种吃的量少些，
但种类多一些，不要用蔬菜替代水
果。

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国家二级
公共营养师韩林露介绍，《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22）》中建议增加蔬菜水
果的摄入，每天摄入不少于300g的
新鲜蔬菜，其中深色蔬菜要占蔬菜的
一半，新鲜水果200-350g。深色蔬
菜是指深绿色、红色、桔红色、紫红色
的蔬菜，深绿色蔬菜如菠菜、油菜等，
紫色菜如紫甘蓝、红菜薹、苋菜等，橘
红色胡萝卜、西红柿等。

虽然蔬菜和水果在营养成分和
保健作用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存
在的差异也不容忽视。比如大多数
蔬菜，特别是那些深颜色的蔬菜，其
中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植
物化学物质的含量要优于水果，所
以，水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蔬菜
摄入的不足，但是不能代替蔬菜。

此外，水果中的有机酸，如苹果
酸、柠檬酸等含量要比蔬菜丰富，并
且水果中的芳香物质、香豆素等植物
化学物质也是蔬菜所无可比拟的，而
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非常
有益。并且，绝大多数水果可以直接
吃，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加热，其营养
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营养素损
失也会少，这些都是水果优于蔬菜的
地方，所以，蔬菜也是不能代替水果
的。

《指南》强调，老人要摄入足
够量的动物性食物和大豆

类食品。动物性食物换
着吃，尽可能换着吃畜
肉（如猪肉、羊肉、牛肉
等）、禽肉（如鸡、鸭等）、
鱼虾类以及蛋类食物。

其摄入总量应争取达到平
均每日 120- 150 克，其中鱼
40-50克、畜禽肉40-50克、蛋
类40-50克。推荐老人每日饮
用300-400毫升牛奶或蛋白质

含量相当的奶制品。同时，
保证摄入充足的大豆类制
品，达到平均每天摄入相
当于15克大豆的推荐水
平。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心血管病科邢俊武主任医

师表示，大豆含有的大豆异黄
酮、大豆皂苷、大豆低聚糖、大豆
甾醇等，对预防心血管疾病、骨质
疏松等有积极作用。豆浆的蛋

白质和牛奶相当，易于消化
吸收，饱和脂肪酸和碳水
化合物低于牛奶，含有丰
富的植物甾醇，适合老年

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饮用，不过
豆浆还不能代替牛奶，因为豆浆
的钙、维生素B2、锌、硒都低于牛
奶，因此建议每天豆浆和牛奶都
饮用。

对于80岁及以上的老人，《指
南》也单独做出了细化推荐。建议
多吃鱼、畜禽肉、蛋类、奶制品及大
豆类等营养价值和生物利用率高
的食物，同时配以适量的蔬菜和水
果。要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鱼禽
肉蛋类食物，具体摄入克数建议与
一般老人相同。此外，《指南》建议
高龄老人每天饮用300-500毫升
液态奶，也可以选用酸奶、奶粉或
其他奶制品。根据具体情况，可采
取多种措施鼓励进食，减少不必要
的食物限制。

韩林露告诉记者，发表于《美
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
现经常吃鱼的老年人在记忆力、视
觉概念、空间运动技能、注意力、方
向感和语言流畅性等测试中，表现
都要好于不常吃鱼的老年人。但
是，为了保证鱼肉的营养，最好不
要采用煎烤、油炸等烹饪方式，清
蒸的做法更为推荐。

别不敢吃肉！不必要的
食物限制应减少

此外，《指南》还将“鼓
励共同进餐、保持良好食
欲、享受食物美味”放在
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对
于一般老人，《指南》建议，

家人、亲友劝导和鼓励老人一

同挑选、制作、品尝和评论食物。
政府、老人服务机构和相关社会
组织在为老人建造长者食堂、老
人餐桌时，可以鼓励老人积极参
与制作和共同进餐，营造良好的
进食氛围。

与家人共同进餐，保持良
好食欲享受食物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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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树集团狮子岭工业园生产基地
（一期）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我司委托西藏绿洲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担《椰树
集团狮子岭工业园生产基地（一期）修编环境影响报告
书》现已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建设单位现面向公众公开信息：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https://pan.baidu.com/s/1HPA-
cOiRmnS7Zqct7MHzIeg 提取码:8wv4，纸质报告
可至建设单位通讯地址查阅。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境影响

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提出宝贵
意见。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
com/s/1i- FCAwCwRl3gDYtwAiEr_w 提 取 码:
v4t6。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信函、电话或其它方式向建

设单位提交意见。
建设单位：海南椰果饮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小剑 联系电话：13976748804
通讯地址：海口国家高新区狮子岭工业园。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海南椰果饮料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日

公 示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

失业务员执业证3份，分别为：
序号 姓名 执业证号
1 黄茂深 00001846000000002022000516
2 王士英 00001846000000002022000782
3 唐钰朝 00001846900000002022000181
，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2年12月12日

声 明
定安龙湖桂深农药店公章损坏，特

此声明作废。

声 明

灭失声明

金雨海洋智慧渔业产业园项目（一期）
取排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部
令第4号）的相关要求，现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
息向公众公告如下：

1、项目概况：儋州市峨蔓镇碧沙村附近海域，本项目
共建设两条取水管道和一条排水管道，其中南线取水总
长度643.09m（其中海域段201.00m，陆域段442.09m），
北线取水长度1085.82m（其中海域段196.50m，陆域段
889.32m），排 水 管 线 长 度 835.47m（其 中 海 域 段
578.50m，陆域段256.97m）。

2、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登海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 厅（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
qyzzhpysgsIndex.jsp）查阅电子版报告书，也可前往建
设单位的办公地址进行查阅，其地址和联系方式见下文。

3、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周边的居民、渔民、码
头业主等可能受到影响的个人和单位。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以通过信函、
电子邮件、信访等方式，将意见反馈给建设单位。

5、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耕海牧洋（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海南省儋州市峨蔓镇碧沙村43号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8789852366
公众意见的反馈时间为自公示发布日期起十个工作

日内。
耕海牧洋（海南）投资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4 日

灭失声明
本人潘孝仕，于2006年5月20日购买一辆轻骑铃木牌黑色二轮摩托车，车

牌号琼C4M298 车架号LAEKZZ4585E012359，发动机号 0505085214，于
2014年7月18日威马逊台风登陆，外出途中加乐潭水库，大水把车冲走，无法打
捞，因自然灾害造成机动车灭失，特此登报说明该车已经灭失，本人承诺以上陈
述属实，愿意承担因此事造成的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公 告
海南省艾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依据公司章程通知全体股东于2022

年12月13号在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会议议题：注销公司。如股东不
能出席参加会议，视为自动认可本次股东会会议作出的一切决议。

公 告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惠州TCL电器销售有限公司海口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6010010026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牙叉好果鲜水果批发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编号：JY146902519557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牙叉新好果鲜水果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2460000MA5TN0B6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白沙阿罗多甘现代农业研究院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469025MJY15216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定安定城明利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4690210014241，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