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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觉得疫情防控期间血
液需求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很多人都
不方便出门 ，其他也没有多想 ，也算
是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吧。 ”5 月 12
日早上，市民王延辉上班时路过市中
心城区五一文化广场看到一辆采血

车，便走了上去。
“献血是比较有意义的 ，可以帮

助更多的人。 ”今年 51 岁的王延辉已
经无偿献血 5 年 ，每年两次 ，此次是
他第十一次无偿献血。 王延辉说，疫
情防控期间献血 ，除了填表 、测血型
外，还多了测温、佩戴口罩 、扫 “周到
办”二维码和健康状况询问 ，整个过
程下来还是很安全的。

疫情防控期间，周口市中心血站
对工作人员实行闭环管理 。 各个献
血场所也都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对所有采血车进行全方位消毒 。
每天工作结束后 ， 会用紫外线灯对
采血车进行空气消毒 ， 大家可以放
心前往。

“近期受疫情影响， 群众减少外
出， 各个采血点的采血量都出现了下
降。 ”周口市中心血站的刘红建告诉记
者，为缓解疫情期间用血紧张的情况，
周口市中心血站每天出动 8 辆采血
车，到市中心城区及县乡镇采血，7 时
许出发，18 时许回程， 但血液供应仍
然紧张。

“大家可以关注周口市中心血站
公众号，进行献血预约，没有预约的也
可以直接到周口市中心血站、 采血车
献血。 ”在此，周口市中心血站工作人
员呼吁广大市民、志愿者，在遵守疫情
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积
极献血， 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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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历经两年多
时间，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已基
本建成。 目前，医保信息平台已在 31 个省
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域上线，有效覆
盖约 40 万家定点医疗机构、约 40 万家定
点零售药店，为 13.6 亿参保人提供优质医
保服务。

据介绍 ， 医保信息平台涵盖支付方
式、跨省份异地就医、公共服务、药品和医
用耗材招采等 14 个子系统， 目前已陆续
落地应用，可满足几百个统筹区多样化的
业务需求。 新平台已经在异地就医结算、

支付方式改革、医保智能监管、药品集中
采购、 医药价格监测等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 新平台功能完备、响应高效、运行稳
定，住院结算平均响应时间约 0.8 秒，比旧
系统性能平均提升 3 至 5 倍。 医保信息平
台形成了标准全国统一、 数据两级集中、
平台分级部署、网络全面覆盖、项目建设
规范、安全保障有力的平台格局，支撑医
保跨区域、跨层级、跨业务、跨部门、跨系
统的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和服务融通，实
现医保业务“一网通办”“一窗办结”。

(据《人民日报》)

健康，是人们永恒的追求，而
营养则是健康的基石。 面对超市
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预包装食品 ，
您习惯看食品标签吗？ 可能绝大
多数人的回答是———还真不知道

呢！ 那么，到底什么是食品标签和
食品营养标签呢？怎么看？ 在第八
届全民营养周（5 月第三周）和第
三十三届中国学生营养日（5 月 20
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周口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科李

弘。
“学会看食品标签，尤其是食

品营养标签， 从而选择适合自己
的食品，让自己吃得营养，吃得健
康！ ”李弘表示，读懂这两个标签
很重要。

记者：什么是食品标签？
李弘：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
（GB7718-2011）的定义，是指食品
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号及一切
说明物。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预
包装食品后面或侧面， 会有很多
的文字和图表， 这些文字和图表
统称为食品标签。 除去常见的生
产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件外，对
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配料表和

营养成分表。

记者：什么是食品营养标签？
李弘：食品除了按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标示以上基本信
息，有的食品还应当向消费者提供
该食品与营养相关的信息和特性。

记者： 食品营养标签应当标
示哪些信息？

李弘：食品营养标签主要标示
两类与食品营养有关的信息：一是
营养成分表，是标有食品营养成分
名称 、 含量和占营养素参考值
（NRV）百分比的规范性表格。 二
是营养声称和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营养声称是对食品营养特性的描

述和声明，如能量水平、蛋白质含
量水平；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是对营
养成分生理功能等作用的描述，如
“钙有助于骨骼和牙齿更健康”，这
就属于营养成分功能声称。

记者： 食品营养标签中必须
要标示出来的营养物质有哪些？

李弘： 营养成分表中，“1+4”
不能少 。 这里说的 “1+4”是指营
养成分表中必须要标示的一些内

容。 “1”指的是能量，食品营养标
签必须要标食品的能量值， 以及
占能量 NRV 的百分比。 “4”是指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和钠等
四个核心营养素的含量以及分别

占每个核心营养素 NRV 的百分
比。 这四个核心营养素与人体健
康密切相关， 摄入过少可造成营
养不良， 影响生长发育和身体健
康，但若长期摄入过量，则易引致
肥胖、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生。

记者：什么是 NRV？ 如何看

懂和使用 NRV？
李弘： 营养素参考值（NRV）

专用于食品营养标签中，表示一天
中应摄入的营养素量的参考值，通
过计算预包装食品中所含的营养

素量占营养素参考值的比值，可以
了解该营养素能够满足每天需要

的程度，以利于膳食搭配，促进膳
食平衡。

以脂肪为例， 比如某一个食
品， 营养成分表中的脂肪含量为
30 克/100 克，这里的“30 克”对于
我们来说是高了还是低了，消费者
无法知道， 但如果用 NRV%来表
示，则很好理解。 吃 100 克这种食
品，大概能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脂肪
的 50%，其他含脂肪多的食物就不
要多吃，或者这种食品少吃，保证
每日食物营养成分的摄入平衡。

记者：食品营养标签中营养成
分标示“低”“高”“富含”的依据是
什么？

李弘： 食品营养标签可以对食
品中能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水平高

低进行含量声称， 当含量水平超过
或低于设置的参考值时， 即可以使
用“含有”“高”“低”或“无”等进行标
示，例如“高钙奶粉”“无糖”“低钠”
“富含维生素 C”等食品。 此时消费
者可以根据这些营养标签信息合理

选择适合自身健康需要的食品。

记者：读懂食品营养标签有哪
些好处？

李弘： 食品营养标签是对应
普通人的普通饮食计划而作出的

对该食品营养成分等的计算。 读
懂食品营养标签的意义就是如何

利用这些营养素信息， 达到你的
饮食营养目标。 例如，你正在执行
饮食降脂计划， 就应当少吃含脂
肪多的食物。 对于想要控制糖分
摄入、避免肥胖的消费者，要重点
关注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的含
量。 糖尿病人在选择食物时，可以
参考营养标签中糖、 碳水化合物
等指标， 选择含糖低或无糖的食
品 ； 而高血压病人要特别关注
“钠 ”的含量 ，可以选择标示 “低
钠”的食品。 对于中老年消费者，
要重点关注食物中蛋白质、 钙的
含量。 因此，读懂食品营养标签，
有助于更好地根据个人需求合理

选择食品，为健康生活努力。
最后，李弘提醒大家，在购买

食品时要多花一点时间看看食品

标签和食品营养标签，这样会让我
们吃得更健康。

相关链接：
2022 年 5 月 15 日-21 日 （5

月第三周） 是第八届全民营养周；
全民营养周传播主题为 “会烹会
选 会看标签”，宣传口号为“健康
中国 营养先行 ”“膳食新指南 健

康常相伴”。
2022 年 5 月 20 日是第三十

三届 “5·20” 中国学生营养日，传
播主题为“知营养 会运动 防肥胖
促健康”。 ③5

购买食品时 您习惯看食品标签吗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卫生科李弘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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