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结束的肠
动力实验! 证明了
君乐宝每日活菌产
品 以 特 有 的
!"#$%&$'

益生菌
在
()

天的实验周期
内! 可以明显改善
肠道菌群状况 !增
强人体抵抗力" 为

君乐宝赢得了检测机构和众多实验志愿者的
赞誉"

此次参与肠动力实验的志愿者超过
*+

名!苛
刻遴选标准保证了肠动力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参
与肠动力的志愿者每天早#晚各饮用一次每日活
菌饮料!每次饮用量为两袋$

,--./

%"经过
,)

天连
续饮用每日活菌产品之后!志愿者肠道内有益的
乳杆菌# 双歧杆菌数量与试验前比较显著增加!

肠杆菌#肠球菌和葡萄球菌的数量显著减少" 实
验结果表明& 每日活菌'益生菌饮料中益生菌具
有改善肠道菌群的功效"

众所周知人体的消化道环境很复杂!肠动
力实验却证明

!"#0%&$'

益生菌& 在经过胃

酸#胆汁等环境后依然能存活的菌种!才能到达
大肠发挥其功效" 每日活

!"#$%&$'

菌中的益
生菌不仅具有耐受胆汁和低

1!

的能力! 能够直
达肠道!而其增强噬菌细胞活力的效用在六周后
还能被观察到" '

君乐宝乳业研发总监#留学博士朱宏表示!

为了更好地发挥益生菌在饮品中的功效!建议早
饭后和晚饭后是饮用最佳时间!& 早两袋# 晚两
袋! 四周体验肠动力'"因为有食物中和胃酸!更
有利于活菌顺利到达肠道发挥作用!如能长期连
续饮用效果更佳"

!

!李谦"

!"#$%&$'增强肠动力!君乐宝每日活菌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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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草拟中的 ( 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管理试行办法)将
在修改后择机出台"首批资源枯竭城市
转型效果评估后!将推动后续政策尽快
出台"

昨天国家发改委下发( 关于开展首
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评估工作的通知)

$ 下称( 通知)% " ( 通知)称!为客观评价
转型工作取得的成效!综合分析存在的
问题及原因!国家发改委决定开展首批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评估工作"( 通知)显
示!伊春市#大兴安岭地区#辽源市#白
山市#阜新市#盘锦市#萍乡市#焦作市#

大冶市#个旧市#石嘴山市#白银市等被
列为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

据悉!开展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评估
的目的是审查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规划!

督促资源枯竭城市使用好财力性转移
支付资金"

我国资源型城市共有
44)

座!国家确
定的资源枯竭型城市

55

座! 均享受了中
央财政给予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首批

4,

座资源枯竭城市财力性转移支付将于今
年到期! 目前中央财政设立了针对资源
枯竭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 累积下达
财力性转移支付资金

463

亿元" 国家发改
委设立了资源型城市充分吸纳就业#资
源综合利用和发展接续替代产业专项!

累积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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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
清

,3

日透露!建行已暂停对第三套及以上
住房的贷款发放" 这是继中国银行宣布
暂停三套房贷后!又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在全国范围内暂停受理三套房贷"

在京# 港两地同时举行的建设银
行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 上半年建行
房地产贷款持续下降!新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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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较上年末增长

676*8

!增速和绝对
额均呈下降趋势! 与过去四年相比是
增长最少的"

建行副行长胡哲一称!房地产企业
开发贷款上半年增幅约为

69:8

至
69*8

!

主要投向优质的房地产开发商" 截至
:

月底!企业部分的房地产不良贷款为
*6

亿元!较年初有所减少" 建行个人房贷
上半年新增

45;:

亿元!当中不良贷款额
为

*3

亿元 ! 而个人房贷首付比率为
3)8

"

建行副行长陈佐夫指出!目前建行
实行差异化的房贷政策!分行有权根据
当地情况来自行定价!但是首付#利率
等都严格执行监管部门的最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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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郑州城市总体规划引发热议!专家解读称*

郑州坐上中部第二把交椅
股市河南板块& 应声大涨' 高科#文化和旅游等产业将迎来发展& 黄金期'

昨天 !本报报道了( 郑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
准的消息!引起热议"

因为获得批复的总体规划为
郑州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很多
人对郑州未来

4-

年发展表示乐观!其
中股市表现明显! 河南板块多只股票
上扬"

对于郑州的城市定位和用地限
制!专家建议!要以乐观的态度对待!

在土地紧缺的现实下! 建设用地要受
限制! 关键在于如何在节约土地的同
时又要保证目标实现!因此!对郑州来
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国务院的批复中!郑州定位是& 我国中
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从郑州市纵向对
比看!郑州的地位& 升格'"

因为在
4;;)

年国务院批复 ( 郑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

4;;6<,-4-

%)时!曾明确郑州
为& 陇海+兰新地带重要的中心城市'!本
次上升为& 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
市'!未来

4-

年内!郑州将在中部崛起中起
到关键作用"

但是从横向对比来说! 郑州的地位却
不及武汉"

今年
3

月
)

日! 国务院对武汉市城市总
体规划的批复中! 对武汉市的城市定位为

& 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 比郑州高一
等级"

对郑州和武汉的这一差别! 河南省社
科院副院长谷建全看得比较客观*& 中心城
市的级别和它的经济规模# 辐射能力有很
大关系"如果从单个城市对比来看!郑州的
经济实力稍逊于武汉! 仅

=>1

就差了
4---

多亿元!所以武汉整体实力比郑州强" '

但同时他指出!郑州不必悲观!在区域
发展方面! 武汉城市圈远不如省里正在积
极谋划的中原经济区!因此!未来以郑州为
中心的中原经济区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

此外!有专家表示!环顾中部六省省会
城市! 郑州依然值得骄傲! 除了郑州和武
汉! 其他几个省会城市尚未被确定为中部
地区& 重要中心城市'或& 中心城市'!到目
前为止郑州已经坐上中部的第二把交椅"

在本次批复中! 国务院要求郑州合理控
制城市规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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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控
制在

56-

万人以内! 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
5--

平方公里以内"

因为到今年为止! 郑州市公布的建成区
面积为

34-

平方公里!很多人担心!未来
4-

年郑
州发展腾挪的空间受限"

对此! 谷建全表示! 由于土地越来越稀
缺!所以城市的发展肯定会受限制"& 首先!这
5--

平方公里应看成郑州的
4-

年发展目标!意
味着国家对郑州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其次才
看这个指标对郑州发展的限制" 这对郑州来
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

他说!未来
4-

年!郑州既要保证如期完成发展
目标!又要不突破建设土地额度!这就要求郑州在
未来发展中要高度重视节约土地! 要通过整理土
地资源以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 同时还要在土
地利用上有所创新"

郑州市规划局原局长张保科对这个用地
限额并不悲观 *& 国家一般限制的是中心城
区的规模 !但对于城郊和周边组团发展却没
有限制 !这样一来 !郑州在控制中心城区发
展规模的同时 ! 可以大力发展周边组团 !以
实现发展平衡 " 此外 !这个总规不包括郑州
新区 !因此这些区域的发展不会受到这一指
标的限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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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本报率先报道郑州城市总体规划
获批准的消息后! 在本地产生连锁反应" 其
中!最直接的效果反映在股票市场上"

国务院要求郑州市按照合理布局 #集
约发展的原则 !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
展方式转变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科教 #

文化旅游产业 ! 不断增强城市综合实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
和城市功能 "

在上述消息刺激下!昨天的股票市场上!

河南板块逆市走强!中原高速#中原环保等股票
大幅上涨! 并带动其他股票走强! 其中中原高
速#中原环保冲高!中航光电最高摸至

4573)

元"

此外!莲花味精#天方药业#中原特钢#三全食品
等都一度上扬"

不光股票市场! 其他多行业也将因此& 利
好'获得发展良机"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一位专
家表示!因为国务院强调& 郑州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科教#文化旅游产业'!下一步郑州的高科#

文化和旅游等产业将迎来发展& 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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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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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资源枯竭城市
我省焦作市在列

建行暂停发放三套房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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