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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热”一站式服务窗口启用
市民可拨打52133333咨询、报修
本报讯（记者 李洁 通讯员 王娜）全
市首个
“
水、气、热”缴费、报修、报装
“
一
站式” 服务窗口已在顺义区正式启用。
为了
“让信息多跑路，让用户少跑腿”，
市民可拨打统一客服热线 52133333
进行咨询、报修，可到综合服务窗口进
行缴费、报装，今年六月底，市民还可通
过微信、网站、手机 APP 等实现综合报
装业务
“
线上全天候办理”。
4 月 16 日记者从顺义市政控股获
悉， 顺义市政控股综合服务大厅新增了
3 个综合报装窗口，至此，服务大厅总共
开设有综合缴费、报修、报装窗口 15 个，
为公众
“
打包”办理
“
水、气、热”缴费、报
修和报装等业务。 这也是全市首个实现
“
水、气、热”业务
“
一站式”办理的窗口。
目前，包括水、气、热所有营业网
点信息、市政服务热线、报修流程、水
气收费标准，均已在“顺义市政控股综
合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对外公布。 下

六月底还可通过微信、手机APP等实现综合报装业务

一步顺义还将细化服务内容、 服务规
范和服务标准。
据介绍，目前市自来水集团、市燃
气集团、 市热力集团报装服务全流程
时长为 15 个工作日。 此次顺义区的
“
一站式”服务将水、气、热综合服务全
流程时长全面提速， 其中报装业务办
理时长最短为 5 个工作日，办理时长
最长为 14 个工作日。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让信息多跑
路，让用户少跑腿”，2018 年 6 月底顺
义还将推出“
线上全天候受理，线下一
站式办理”智能互动服务，利用微信、
网站、手机 APP 等措施实现全程电子
化办理的综合报装业务。
未来，
“一站式” 综合服务大厅还
将建立客户经理服务体系。届时，用户
只需对接客户经理一人便能解决水、
气、热报装、报修、施工等市政相关业
务，由客户经理进行整体沟通协调。

市民在“一站式”服务窗口办理相关业务

顺义区委宣传部供图

香椿致癌？ 水焯一分钟就安全
本 报 讯（记者 张 鑫）随着北京人
最爱的“
春芽”——
—香椿应季上市，网
传“吃香椿致癌”的说法又再度出现。
为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春季的北京在
“
吃客”们眼中意味
着又到了有野菜、新青儿上桌的时候，
其中香椿人气最高。 但近期有文章称
“
香椿有毒，吃多了会致癌”，事实果真
如此吗？
记者发现，“香椿致癌” 的观点来
自其含有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文章
中称，因亚硝酸盐具有一定毒性，可致
急性中毒或死亡， 而慢性毒性会增加
患癌风险。
但对于这种说法， 食品与营养信

息交流中心科学技术部主任阮光锋表
示，香椿中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光香椿有，所
有的植物中都有这两种物质。
阮光锋解释， 植物生长的时候需
要氮肥， 氮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元
素，植物吸收环境中的氮，通过复杂的
生化反应最终合成氨基酸。在这个过程
中，产生硝酸盐是不可避免的一步。 在
植物体内还有一些还原酶，会把一部分
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 所以，所有的
植物中都含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发芽期香椿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
含量其实是最低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含量才会逐渐上

涨。 而按 2002 年，联合食品添加剂专
家委员会评估认为， 亚硝酸盐安全量
是每日允许摄入量应定为 0.07 毫克 /
千克。按这个换算，一个人的体重若为
60 千克， 每日摄入香椿的量大概在
100 克左右。
阮光锋表示，这个数字虽然看上去
不多， 但是由于香椿本身克重低，100
克香椿炒鸡蛋足可以炒制一大盘，加之
人们并不是每天都食用，只在初春时偶
尔吃，因此不必恐慌。 总的来说，偶尔吃
点香椿倒也不用太担心会致癌。
对于香椿的选择， 国家二级公共
营养师孟辰祺撰文表示，紫色香椿不但
花青素含量高，且口感更鲜嫩。 带有绿

色大叶子的香椿已经老了， 不但味道、
口感大打折扣，还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
盐。 而且香椿建议当天采摘当天食用。
研究表明，清水洗后的香椿，平均
每千克含 34.1 毫克亚硝酸盐，沸水烫
后平均每千克含 4.4 毫克。 焯水时长
须在 50 到 60 秒才有效。 尽管焯烫可
降低亚硝酸盐含量， 专家还是建议每
人每天食用量控制在 100 克以内。
此外，香椿味道鲜美，但采摘期却
很短， 因此很多人喜欢将香椿用盐腌
制起来慢慢吃。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凡腌制蔬菜， 腌制 20 天以内的亚硝
酸盐含量都很高， 所以腌香椿也要腌
一个月以上再吃。

质检执法能手通宵查万张票据
40 岁的王昭毅在稽查执法岗位
已经有 7 年的时间，这些年里，他敢于
碰硬、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在日常工作
中，他吃苦耐劳、团结同志、勇挑重担，
受到了大家的交口称赞。 今天上午，他
获评“
2017 年全国质检执法打假办案
能手”。

打假办案通宵查万张票据
一线执法任务繁重、工作量大、压
力大， 执法办案时冬顶寒风、 夏冒酷
暑，耽误吃饭、耽误下班是常事。
2012 年 8 月份，在调查一起月饼
企业的举报过程中，为查清原料来源，在
零上 30 多度的室温下， 王昭毅和同事
身着单衣钻进零下 18 度的冷库取证。
面对执法人员如此敬业， 企业负责人当
场表示：
“
全力配合调查，让政府放心、百

停
电
信
息

姓安心，坚决不给大兴企业抹黑。 ”
为了查处一起无证生产案件时，
他和 5 名同事从上午清点到夜幕降
临，从 1 万多份票据中找到了关键的
证据。在调查一起塑化剂案件中，由于
涉案品种多，他和同事们清点、抽样、
封存，干了整整一宿。
正是因为有许多像王昭毅一样的
一线执法人员， 大兴质监局人均行政
执法检查量、行政处罚案件数量、行政
职权履行率连续两年全市第一。 2018
年年初， 王昭毅被国家质检总局授予
“2017 年度全国质检系统执法打假办
案能手”荣誉称号。

为保证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
行 ，2018 年 4 月 21 日 至 4 月 30
日（10 天），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将
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对供电设备实施
计划停电检修工作， 请用电客户提
前做好准备。 具体停电范围可登陆

职业敏感让受罚企业服气
稽查执法中有时行政相对人不理
解，会说就这点事，您抬抬手不就过去

国家电网官方网站 （网址：www.
sgcc.com.cn），点击“供电服务”，在
停电公告页面进行查询。 您也可以
下载我公司掌上电力手机客户端或
关注国网北京电力微信公众号进行
查询。

了。 王昭毅说，如果不严格把关，受伤
害的是百姓的利益，是政府的公信力。
2016 年在对 1 家汽车改装厂的
执法检查中， 他和同事对该单位的资
质、 原料采购、 生产过程一一进行检
查，现场核查临近结束时，在车间一旁
不起眼的角落里停放着一辆上了牌照
的新车。
“这个企业的资质里没有这款车
型”，职业的敏感使王昭毅觉察出这辆
车可能有问题，经核对车辆情况后，果
然发现企业涉嫌未取证改装， 王昭毅
当场固定证据并责令企业停止生产。
其实这个案件中露出马脚的恰恰是那
块“牌照”，该企业最后心服口服地接
受了处罚。
2017 年在 1 家票据生产企业的
检查中， 企业负责人声称生产许可到
期后没有从事防伪产品的生产， 但是

本二维码暂不支持微信、QQ 等
腾讯工具进行扫码，客户可通过其他
二维码扫描工具，扫描掌上电力二维
码进行下载， 或直接在各大 Android 应用市场及苹果 APP Store
搜索
“
掌上电力”进行下载安装。

他从企业提供的生产记录、检验记录、
出入库记录中发现了该单位依然从事
防伪生产的蛛丝马迹， 最终从企业的
成品库中发现了混杂在上百个批次产
品中的防伪产品， 企业负责人在无可
辩驳的证据面前，承认了生产的事实，
最终接受了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
3 年来， 王昭毅主办案件 32 件，
参与办理的行政案件 77 件， 王昭毅
认为，办案不是目的，消除隐患才是
根本。
执法办案中，有时会碰到说情的、
送礼的、请吃饭的,多年来，王昭毅从
不接受企业的送礼和宴请， 外出执法
检查不管多晚， 不管企业如何热情挽
留，他都坚持回单位用工作餐。曾经有
企业给他塞信封， 他严词拒绝并退了
回去。 最终，企业主动配合，按时上缴
文 / 记者 周超
了罚款和罚没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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