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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每周谈

粗粮、无糖、蔬菜、猴头菇……当一个

个看似“健康”的名词被冠在饼干之前时，

饼干似乎已不仅仅是休闲零食，而是摇身

变成了健康食品，被很多人迷恋和追捧。

概念饼干花样多
有数据显示，最近 5年来，我国饼干的

总产量和销售额年均递增 20%。我国饼干

企业发展很快，饼干产品从品种、包装、口

味、功能等方面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走访几家大型超市后发现，购买饼干

的多为年轻消费者，“平时加班赶不上饭

点，抽屉里存点饼干很方便。”随机采访的

一位女士表示，她买了苏打饼干，选择的理

由是听说这类饼干含油量少，还能护胃。

专家点评概念饼干
这些概念饼干真的更健康？对此，相关

专家对几种常见饼干的营养进行了点评。

无糖饼干减不了肥。中国农业大学食

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范志红指

出，饼干简单说来就是面粉+糖+油制成的

粮食产品。无糖饼干中糖的成分少了，相

应的就会增加一些低蛋白质的面粉或饱和

脂肪来弥补这一空缺。所以，无糖饼干并

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益处。另外，市场

上的含糖饼干和无糖饼干的热量并没有明

显区别，如果为了减肥而吃无糖饼干不但

达不到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苏打饼干含钠高。高级营养师徐静表

示，传统意义上的苏打饼干脂肪含量较少，

又经过发酵，因而容易消化，对胃酸过多的

人有一定的好处。但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

味，现在的苏打饼干往往比较酥脆，大部分

产品含油量较高。不仅如此，苏打饼干在

制作过程中要加入“苏打”，即碳酸钠，导致

苏打饼干中的钠含量较高。膳食中摄入钠

过多容易增加肾脏负担，升高血压。因此，

高血压患者应该慎吃苏打饼干。

粗粮饼干含油高。粮食、豆类中含的主

要是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粗糙，口感不好。

如果想要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口感，需要油脂

在里面起到“润滑”作用，因为纤维在吸油后

会变软。所以膳食纤维含量越高的饼干，通

常脂肪含量也越高。因此，即便膳食纤维有

好处，配合过多的饱和脂肪，好处早就被淹没

了。在范志红看来，吃粗粮饼干补充膳食纤

维，远不如一碗杂粮粥的效果来得实在。

养生饼干未必真养生。最近，打着“养

胃”旗号的猴头菇饼干卖得很火，美国普度

大学农业与生物系食品工程专业博士云无

心指出，一般而言，蘑菇本身是一类比较好

的食品，但猴头菇治疗胃病，并没有可靠的

科学依据。另外，所谓的猴头菇饼干是按

照普通食品申报的，宣传养胃功能本来就

涉嫌虚假宣传。即使是加了猴头菇，这种

饼干中的油、糖含量依然很高。

挑饼干看含油量
范志红指出，饼干的主要原料就是低

蛋白质含量的精白面粉、油、糖、碳酸氢

钠。这些东西没有一种有利于预防肥胖、

糖尿病、高血压和中风。如果确实想吃，挑

选时不要一味重味道、种类，应该重点看看

配料表，尽量挑选脂肪含量低（10%以下）的

饼干。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吃完饼干后要

少吃点白米、白面做的主食。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12月7日，由新区人保局主办，新区

就业促进中心承办的浦东“十佳就业援助

员”表彰会在南码头社区文化中心举行。

经过前期的评选，北蔡镇闻晶、张

江镇朱丽霞、洋泾街道郑华、泥城镇刘

丽英、康桥镇刘喜英等10名就业援助员

获评2016年度新区“十佳就业援助员”，

同时被评为浦东新区启航导师志愿者。

国家高级职业指导师丁宏杰说，作为

一名优秀的就业援助员，调查排摸、宣传政

策、劳动维权、拓岗推荐，一样都不能少。

担任就业援助员以来，闻晶充分利

用身边志愿者、楼组长的帮助，及时掌握

和了解失业无业人员的需求信息，主动

与他们沟通。为了积累工作经验，她还

把特殊的个案随时记录下来，尽力去帮

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3年间，闻晶不

仅让不少就业困难人员找到了工作岗

位，还为失业、无业、重点启航人员提供

了数十次心灵辅导、政策咨询服务。

目前，新区形成了职业指导员、就业援

助员和启航导师三支职业指导队伍。新区

人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在原有就

业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加强公共

就业服务部门与社区企业的联动，完善促

进失业人员实现就业的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记者从上海铁路局获悉，自 2017年 1
月 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

运行图，上海铁路局新增开 11对客车，长

三角至昆明开行 7对高铁，图定开行客车

总数达 898对，其中动车组列车 633对，新

运行图开行客车对数再创新高。

此次调图充分运用新线和既有线能

力，对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进一步优化，增开

旅客列车对数，调整行经径路和运行区段，

提升客运市场化、集约化水平，满足老百姓

出行需要。新增开的 11对客车中包括上

海虹桥、南京南-昆明南 2对，上海虹桥-
萍乡北、徐州东-贵阳北、北京南-商丘、广

州南-蚌埠南、厦门-杭州东、福州南-南

京南各 1对，南京南-苍南、杭州东-苍南、

合肥-安庆各1对。

上海至昆明高速铁路贵阳至昆明段开

通初期，安排开行高铁 7对，其中新增开 2
对、延伸运行区段5对，长三角地区至昆明

有了直达高铁，并将由原来普速线的三日

达提速到高铁的当日达。从上海、南京、杭

州至昆明运行时间将分别由原来普速线

35小时 34分、35小时 23分、33小时 15分

缩短至 10小时 36分、12小时 47分、9小时

47分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本次新图实施日期并

不代表沪昆高铁贵昆段开通日期。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日前，《2016上海市社区志愿服务中

心发展状况报告》出炉。调查显示，目前

全市共有社区志愿服务中心234个，基本

覆盖全市所有街镇，运作模式呈现出多元

化和社会化发展趋势。记者了解到，浦东

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已实现街镇全覆盖，同

时新建的区级志愿服务中心将于明年对

外开放。

中心运作以街镇自主
管理为主

报告调查显示，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平

均拥有工作人员 3名，90%以上的中心拥

有1名以上专职人员，建立了规范的管理

制度，七成以上的中心拥有专有口号、徽

标。所有中心旗下平均拥有志愿服务团

队48个、常态化项目20个。

整体来看，中心的运作模式以街镇自

主管理为主，同时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社会

化发展特征，如政府与社会力量（学校、医

院、企业等）协同运作的中心占比为

27.3%，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项目化外

包运作的中心占比为 15.3%，委托社会组

织管理运作的中心占比为 8.7%。与 2015
年相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项目化外

包运作的中心比例增加了 7.3个百分点，

委托社会组织管理运作的中心比例增加

了 2.6个百分点，体现了社会共建共治的

发展趋势。

调查显示，93.2%的中心在居民区实

现了志愿服务站（点）全覆盖，相比 2015

年 80%的覆盖率有了较大提升。平均每

个中心拥有26.1个志愿服务站（点），且所

建志愿服务站（点）基本具备相对稳定的

志愿者队伍、长期设立的服务岗位、规范

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常态化的服务项目等

基础条件。

浦东将完善社区志愿
服务中心民生功能

记者了解到，在浦东36个街镇，社区

志愿服务中心已实现全覆盖，中心开展志

愿服务的注册管理、项目培育、志愿宣传

等工作。为了满足日益高涨的社会各界

志愿服务热情，实现志愿服务工作的常态

化发展，浦东正在建设一个区级志愿服务

中心，选址位于浦东公益街，明年将正式

对外开放。中心服务功能将包含宣传展

示浦东志愿者品牌、志愿服务特色文化；

面向市民开展信息问询、志愿者网上注册

等服务，面向各社区、各志愿服务团队等

进行项目发布，资源调配和对接；利用中

心内空间可现场了解志愿服务工作，参与

浦东志愿公益项目；依托公益园场地不定

期举办志愿者沙龙等内容。

新区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

下来将继续做好下一年度的上海市政府

实事项目——完善社区志愿服务中心民

生功能，争取实现 36个街镇全部评估合

格。同时将通过开展多元培训、项目评审

评估、需求对接、宣传展示等多形式的服

务，进一步完善和发挥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的功能，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项目化、社

会化、专业化建设。

■通讯员 吴勤治 浦东报道

12月 8日-12月 11日，全国中西医

结合妇产科研究进展学术研讨会在上

海召开。昨日下午，与会专家云集上海

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举行大型专家咨

询服务活动，共同为患者和周围居民看

病解惑。

据介绍，近年来，妇产科疾病的发病

率不断上升，用中医药方式治疗妇产科

疾病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

中西医结合治疗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用。

此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由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大金教授领衔，20位全国知名中西医

结合妇产科专家坐诊公利医院，200多

名市民接受了问诊。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本市机动车

驾驶员培训正全面推行“计时培训、按学时

收费、先培训后付费”的模式。明年元旦

起，学员学车需在教练车上签到、签退记录

训练过程，学员在各培训机构报名时，可选

择“先培训后付费”的服务模式。

为贯彻国家有关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

考改革精神，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把推行

“计时培训、按学时收费、先培训后付费”的

服务模式列入今年民生实事之一。本市从

今年 5月 12日正式启动全行业推进工作，

截至 12月 5日，教练车安装车载计时设备

的培训机构数量为 191户，100%覆盖了应

安装设备培训机构；安装车载计时设备的

教练车约为 13066 辆，占签约安装数的

99%。

截至今年 6月，本市共有 10.3万多名

学员选择“先学后付、计时培训”的学驾服

务模式。学员实车操作训练公里数平均达

到 360公里，平均毕业周期为 120天，实车

操作训练平均45学时，远多于传统培训实

际训练时间，保证了每名学员的培训质量，

从源头上最大限度地杜绝“本本族”和“马

路杀手”的产生。

浦东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
区级志愿服务中心正在建设中 明年对外开放

新区人保局表彰
“十佳就业援助员”

明年起本市驾培
全面施行“先学后付”

铁路明年1月5日
调整列车运行图
新增开11对旅客列车

知名中西医结合妇产科专家公利义诊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田思倩

38岁的女硕士毕某非法冒用他人身

份出国求学，然后又落户上海。近日，上

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依法判处毕某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

1999年至 2012年期间，毕某冒用岳

某身份信息办理了3本护照和3本港澳通

行证，先后16次至美国、法国、日本、马来

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等地求学和工

作。2016年 6月 17日毕某由美国返回上

海自首。

据毕某交待，1999年，21岁的她申请

去美国求学被两次拒签，后一次从美国领

事馆出来后，有黑中介说可以用别人名义

办理护照，她就花钱买了护照，没想到竟

然“一帆风顺”。之后，她冒用岳某身份在

美国留学 5 年，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2004年，毕某成功在上海落了户，并

以岳某的名义办了张身份证并一直使用。

“在上海，我所有的东西，包括房子、银

行账户都是在岳某名下的。”毕某本以为可

以用岳某的名字继续自己的一生，却不料

幻想破灭了。今年，岳某准备出国游玩，申

请护照时被告知她的名字已被人用过，便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找到毕某

的母亲，最终让毕某回国投案自首。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毕某违反国边

境管理法规，偷越国境，情节严重，已触犯

刑法。考虑其有自首情节，社会危害性不

大，依法判处毕某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

冒用他人身份十余年

女硕士因偷越国边境获刑

俞超芹（女）与李大金等专家在公利医院大厅设摊为市民义诊咨询。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