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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见习记者 王涛）“前

几个月买的电动车，以前充一次电

能骑三四天， 现在连两天都骑不

了。 我以为电动车坏了，一检查才

知道，原来是气温下降导致电池储

电能力下降。 ”12 月 24 日，市民王

女士反映。

今年 8 月底，王女士到山城区

长风路一电动车专卖店购买了一

辆电动车， 充一次电能骑三四天。

可最近，她发现电动车好像出问题

了。“20 日晚，我给电动车充了一

夜电，21 日骑了一天，22 日上午，

我骑着电动车去上班， 跑了不到

1000 米就没电了。 ”

24 日中午，王女士骑着电动车

去找经销商，店家反复检查，并未发

现质量问题。 店家解释这是正常现

象，“其实电瓶也怕冷， 现在气温低

了，电池的储电能力下降，自然没

天热的时候耐跑，等气温回升，电池

的储电能力恢复正常后， 充一次电

的骑行里程自然会上升。 ”店家说。

长期从事电动车销售、维修的

李师傅告诉记者， 冬季气温低，电

动车电池确实存在储电能力下降

的现象， 因此每天无论骑多远、耗

了多少电， 晚上都要及时充电，使

电池保持足电状态，这样既可保证

车辆正常使用， 又可延长电池寿

命。 如果电动车长时间不骑，也要

隔一段时间给电动车充一次电，避

免电池因长期闲置而受损。

一市民在超市选购食品。

孙爱珍，请来领失物

金山派出所的魏先生昨日来电： 一位好心人捡到一个钱包，

送到了金山派出所值班室。 钱包内有 1 张身份证和 3 本存折，身

份证上显示的姓名为孙爱珍， 地址是淇滨区华夏南路福田三区。

孙爱珍或其亲友看到消息后，可拨打 15639238990 领回钱包。

晨报记者 王帅 实习生 孙乃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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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虽然阳光明媚，但挡不住寒冷，最高气温才 -1.7

℃

，可谓

冷字当头。

预计今天白天云系增多， 以多云为主， 偏北风 2 级 ~3 级，

-6

℃

~-1

℃

。 今天夜里雨雪或将再次光临。

我市部分气象指数预报：

火险气象条件：1 级，不能燃烧。

紫外线指数：2 级，辐射强度弱。

感冒指数：3 级，较易感冒，体质弱的朋友要加强自我保护。

人体舒适度：早晚为 9 级，感觉严寒；中午为 7 级，感觉冷。

一氧化碳中毒潜势：2 级，气象条件不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

行车安全指数：1 级，气象条件好，有利于安全行车。

更多天气资讯，请拨打 12121。

异地牌照私家车能在本地年检吗？

市民张先生昨日来电：他的私家车上的是郑州的牌照，能否

在鹤壁年检？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考试中心：按相关规定，除了大型载

客汽车和校车以外的机动车，因故不能在登记地检验的，机动车

所有人可以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委托核发检验合格标志。 张

先生可以在鹤壁市车管所申请车辆年检，申请时需提交机动车登

记证或行车证。 晨报记者 李丹丹

能否查询他人婚姻状况？

淇滨区市民王先生来电：他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但对她还

不太了解，能否查询她的婚姻状况？

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不能。 根据《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婚姻状况属于个人隐私，除当事人之外，其他当事人非

经婚姻当事人委托，均不能查询。 如果涉及法律案件，公检法等机

关根据法定程序方可查询。 晨报记者 李丹丹

谢谢拾金不昧的付先生

市民孙先生 12 月 22 日来电： 他的钱包丢了 6 天后失而复

得，多亏了热心市民付先生。

原来，付先生在淇滨区新世纪花园小区捡到一个钱包，但联

系不到失主。 付先生就在捡到钱包的地方贴了告示。 12 月 20 日，

失主孙先生看到付先生的告示，联系上付先生，钱包失而复得。

晨报见习记者 马龙歌

如何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

读者许女士昨日来电：她儿子患有轻度脑瘫，她打算申请二

胎指标，该怎么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

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科：根据国家《病残儿医学鉴

定管理办法》规定，凡认为其子女有明显伤残或患有严重疾病，符

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要求安排再生育的，均可申请病残儿医学

鉴定。 许女士可到其户籍所在地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户

口簿、病史资料等材料。 因病残儿医学鉴定为一年一次，此工作一

般在每年 3 月份 ~4 月份开展。 许女士可到户籍所在地办事处密

切关注我市相关工作安排，以免错过鉴定时间。

晨报见习记者 田白雪

哪种奶粉蛋白质含量更高？ 喝一瓶饮料摄入多少卡路里？

明年元旦起，买饼干酱油先看营养标签

电动车“怕冷” 冬天不耐跑

□

晨报记者 秦颖 / 文 张志嵩 / 图

卫生部公布的《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将

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

规定，预包装食品应当在标签上强

制标示 4 种营养成分 （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钠）和能量含量及

其占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也就是说 ，2013 年 1 月 1 日

起，速冻饺子、汤圆、酱油等预包装

食品必须在包装上添加营养标签，

否则不得销售。

营养标签有什么作用？ 消费者

究竟能否看懂营养标签？《通则》施

行对消费者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记

者在淇滨区对部分超市和消费者

进行了采访。

关于营养标签，关注者甚少

饼干等食品是不少孩子和上

班族的最爱， 明年 1 月 1 日起，必

须有营养标签才能出售。 12 月 23

日，记者在淇滨区几家超市采访时

了解到， 尽管距离营养标签正式

“上岗”仅剩不到 10 天时间，但不

少市民对此仍不知情。

在淇滨区兴鹤大街附近一大

型超市内，一名男子的购物车里装

满了各类商品，其中不少是给女友

买的零食。记者问他是否关注包装

袋上所标注的营养成分时，他表示

从来没看过，平时买食品一般会看

生产日期、 保质期和生产厂家，至

于包装袋上标注的其他内容 ，他

“不关心，也看不懂”。

“孙子有时候不好好吃饭 ，我

就拿饼干蘸着牛奶让他吃， 儿子、

儿媳也喜欢吃。 ”正在逛超市的王

女士告诉记者，她从来不看食品的

营养成分，只是根据孩子们的喜好

购买。 至于食品包装上印的信息，

她只关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市民周女士表示，她平时会留

意营养标签。“因为我怕发胖，所以

买东西时会注意脂肪含量。 ”周女

士指着货架上的巧克力告诉记者，

她即使想吃这种高脂肪的食品，也

会货比三家，选择脂肪含量相对较

低的品种购买，她希望食品营养标

签能早日“上岗”。

记者在超市随机采访了十几

位消费者，只有 4 人表示会看包装

袋上印的配料表，关注营养标签的

只有周女士一人。

记者在华夏南路沿路采访了

几位市民，其中只有一人说听说过

营养标签，但营养标签具体有什么

作用，他完全不了解。

不少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已“上岗”

9 月份记者走访淇滨区多家超

市的速冻食品专卖区时， 除了“思

念”品牌的部分产品外，大部分速冻

饺子和汤圆的包装上还没有标注 4

种营养成分和能量的含量， 多数饼

干还是延续以前的包装， 而一些进

口饼干的包装上标注有详细的营养

成分。

12 月 23 日，记者再次来到这

几家超市采访，不少预包装食品的

营养标签已经“上岗”，像袋装小食

品、饮品等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已

经有营养标签，并按《通则》规定标

注了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物以及钠的含量。 其中，乳制品类

全部执行《通则》规定，部分名牌企

业的系列产品外包装已经“旧貌换

新颜”。

部分肉制品、 豆制品以及水

饺等面食类依然没有营养标签 ，

尤其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要么尚

未标注营养成分，要么标注得不太

规范。

有促销人员表示，目前还有不

少使用旧包装的食品，这些食品将

销售到本月底，明年元旦后，会及

时换上有营养标签的新包装。

在采访时， 不少市民提出，消

费者更注重产品质量，希望营养标

签上标注的成分真实可信。

营养标签有利于消费者选择健康食品

按《通则》规定，预包装食品应

当在标签上强制标示 4 种营养成

分和能量；对包装中采用“富含”、

“添加”、“高”、“低”、“有”、“无”等

用语说明营养特征的食品，都要在

营养成分列表中给出相应的营养

成分含量；凡是声称有某种功能的

食品，都应在营养成分表中列出相

应的营养成分含量。

《通则》施行后，对消费者有什

么好处？市人民医院营养师白建红

医生表示，营养标签可以帮市民根

据营养成分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食

品。

“这是一件好事，《通则》施行

有利于消费者更有针对性地选择

营养食品。如果消费者关心自己每

天应摄入多少蛋白质、脂肪、碳水

化合物，在选择食品时，自然会留

心查看营养成分，营养标签对需要

定量摄取营养成分的特殊人群尤

为重要。 ”白建红说，在速冻食品、

饼干和酱油等包装上标注营养成

分和能量含量，是对消费者负责。

“消费者也要学会看营养标

签，对自己负责。例如豆浆，一定要

买蛋白质百分比高的，喝豆浆主要

是想摄取蛋白质，蛋白质越高说明

黄豆成分越多； 而吃饼干怕增肥

的，就要对比每 100g 饼干的脂肪、

能量含量，哪个低就买哪个。 ”白建

红说，只要能评估吃进去的食物有

多少，就可以计算出自己摄入了多

少能量和营养素。

“人体每天需能量 8400 千焦、

脂肪 60 克、 饱和脂肪酸 20 克、碳

水化合物 300 克、钠 2 克；青少年

身体发育快， 需要增加一定量的

钙、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营养素；

老年人要保证钙的供应，防止骨质

疏松； 上班族工作生活压力大，可

以有针对性地选择富含蛋白质、维

生素的食品……有了营养标签，消

费者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

健康的食品。 ”白建红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