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星汉堡炸鸡店转让
位置好 价格便宜15501908561

土地转让出租
海口丘海大道苍西村路段六车道路
边 1亩地转让或出租 13907628988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月利息低至1%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687503268

海师家教服务中心
免费介绍优质家教老师
电话：65866174 32177321（桂林洋）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全省低价快速办各项施工设计资
质证，工商税务做账18976970676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 66751360 、17784628017

低价注册做账注销办证
国瑞城雅仕苑13698989198

低价公司注册、变更、注销、做账、报税
龙昆北路帝豪大厦 1312室
68525726、15203095853

家 政
▲家庭、开荒保洁、清洗地毯、家电清洗
舒心保洁，预约服务电话：15203084478
▲真意达家政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
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酒店8楼

咨询服务
▲起名、环境调理、择日。13697510088

海航豪庭北苑1区1栋

商 务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链家好房

出租
▲仓库出租
白驹大道有200m2仓库出租。13086008092陈

二手房
▲仅售50万、05年全新精装2房1厅。

精装2房可改3房119万15338915557

▲龙昆南徽园2室2厅1卫92.01m2，130
万，带装修采光足。18976581213
▲金椰都滨海花园3房2厅1厨3卫2阳
台167.85m2268万精装13976279570
▲新埠岛新世界花园，2室2厅1厨1卫，
83.8m2，155万。18976571213
▲ 华 信 路 花 园 大 厦 3 室 2 厅 1 卫
133.71m2120.4万，带简装18976581213

招 商
海南深宝实业有限公司在海南省
万宁市兴隆镇开发商业和住宅用
地89亩，总建筑面积83688平方
米，楼层4-6层和地下车库，现已
通过规划审批。本公司决定采用
公开招商方式，择优选定建筑施
工单位，本工程为大包干形式承
包，有意向施工单位可来公司索
取招商文件、电子版图纸等资
料 。 联 系 人: 郭 先 生 电 话
18632216937 公司地址:万宁市
兴隆镇温泉大道12号。

婚姻交友

▲创世纪情缘婚介0898-66522520
另招红娘话务员数名，待遇5000-2万元

管道疏通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池

污水池13518074688

法律咨询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麦律师 13907575430

招 聘
▲线虫肥、杀菌肥、有机肥，招市县代理
商，业务员，生产工人13907598359

有机肥料
▲烘干有机肥，烘干纯鸡屎，鸡屎100元/
吨，招工人，求购一部叉车，13976031369

防水补漏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
室 内 外 涂 料 ，电 话 13518824367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搬 家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专业

搬家，公司，家庭，单位，居民

唐风釆增发
▲适合：秃顶、稀少、斑秃、白发等男女性脱

发者。手机18976237973同微信

家教
▲声乐、钢琴、音乐家教。名校毕业，耐心负
责。简爱老师15289983055

卷闸门
▲专业生产电动卷闸门、防火门、铝合金

门、伸缩门、维修卷闸门。18789015776

注销咨询
▲公司注销 工商注册 资质证 食品证
贵州大厦1208室 13876002822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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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元/行，每行15字

咨询66810582
电话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广告

海南泰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招聘
1，品质主管，生产主管，各一名，
男女不限，年龄30-45岁。专业
要求无线电电子专科毕业，懂得
质量体系具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选择。2，待遇，五千-七千元，
办理社保。3，地点海口市秀英
港澳工业区，无班车，不提供食
宿，无夜班，作息，8：00-12：00，
13.30-17.30，提供工作餐，周六
下午和周日休息，节假日随法
定。电话，1579897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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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一到，很多人都会觉得已经穿得很

厚了，可还是会手脚冰冷，这是气虚吗？还

是得病了？

该吃什么才可以让自己的身子暖和起

来。冬季养生的食物还是挺多的，让我们一

起来学学吧！

冬季手脚冰凉的原因是什么？

冬季里温度降低，天气寒冷，阳气不

足，加上人体本身就阳气不足的情况下，就

会出现阳虚——手脚冰冷的现象。还有一原

因是天气一寒冷，就会导致人体血管收缩，

血液回流的能力就会减弱，血液循环不畅

通，导致神经末梢循环不良，从而出现手脚

冰冷的现象。

怎么做才能让身体暖起来？

1、注意保暖
冬天天气寒冷，注意保暖。还有些人选

择：要风度没温度这是不可取的，衣物保暖

是保证手脚温暖的前提。

2、泡脚
手脚冰冷，泡脚是最好的办法之一。

将温水倒入桶中，浸泡半小时左右，你会

感觉好舒服，全身发热，血液循环如被打

开了一样，手脚、全身上下暖起来，还可

以促进睡眠，改善怕冷的现象。

3、多吃温热性食物
对于手脚冰冷的人来说可多吃温热性食

物，可调理身体提高耐寒能力。比如牛肉、

羊肉，核桃、糯米、胡萝卜、菠菜、韭菜

等。还有一点要注意：不吃生冷食物、冷

饮、凉拌等食物。

4、补充维他命E
每天坚持服用维他命E，对于末梢血液

循环畅通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建议手脚冰冷

的朋友在医生指导下食用。

5、多运动
多运动可以促进气血运行，加速血液循

环、畅通，促进新陈代谢。冬季早晨起晨

跑、跳绳、骑自行车等运动都是不错的选

择，运动可以消耗多余的脂肪，身体自然就

会暖和起来。在工作中也可通过多动动手

指，甩手等，使手脚温暖起来。

6、中医调理
可以去给中医调理一下，医生会根据你

的身体情况进行调理，中医调理手脚冰冷也

是有很多办法的。 （据家庭医生）

冬季手脚冰凉

6个好方法帮你来暖身
农药残留是果蔬界的一大难题，

有些人会将果蔬浸泡3~4小时甚至一

夜。但是这样不仅会降低果蔬的营养

成分含量，甚至可能越泡越“脏”。

按照溶解性能来分，农药可分为

水溶性和脂溶性两种。目前用于果蔬

的农药大多以脂溶性农药为主，这是

因为脂溶性农药的渗透性远远大于水

溶性农药，其防治效果更好。但这也

造成了脂溶性农药在果蔬表面的残留

量远高于水溶性农药。

传统用水浸泡的方法，只能去除

果蔬表面的水溶性农药，却不能除去

其主要残留物质——脂溶性农药。且

在浸泡过程中，水溶性农药会溶解在

水中并形成具有一定浓度的水溶液，

若浸泡时间过久，很有可能导致水中

的农药被重新吸附。

若是浸泡时间过久，还会造成蔬

菜中的很多水溶性营养素如维生素

C、维生素B以及钙、镁、铁、锌等

溶解在水中。

5种方法巧去农残

☆焯水
将蔬菜洗干净后焯水 1~1.5 分钟

可以去除大部分果蔬残留，这么做不

会造成蔬菜营养的流失。

☆去皮
一些不能焯水的水果以及表皮较

厚的蔬菜（如黄瓜、萝卜等），可以通过

去皮的方法来去除农残。

☆弱碱性水漂洗
厨房中常见的弱碱性水主要有淘

米水、面粉水及小苏打水。绝大多数

的农药在碱性条件下容易分解，因此

可以用这类弱碱性水漂洗果蔬。

☆流水冲洗
用流水清洗时一定要先洗后切，

避免溶解在水中的农药通过切面渗入

蔬菜内部。

☆洗洁精清洗
清水洗涤可以去除绝大部分的水

溶性农药残留。但对付脂溶性的农药

残留，可以在清洗果蔬时加入1~2 滴食

用洗洁精，浸泡3~5 分钟，再用清水冲

洗1~2次。

（据保健时报）

蔬菜泡太久可能更“脏”
这样做可有效去除农药残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