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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忽悠了
“宝宝睡觉总醒，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测吗？”“宝宝头发黄，需要做微量元素检测吗？”在很多母婴论坛，总能看到咨询微量元素检测的帖
子。甚至很多母婴产品店还以免费微量元素检测的名义售卖保健品。实际上，微量元素检测在 2013 年已被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叫停。

■
■ 微量元素检测成揽客法宝
近日，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
一家母婴商品店门口排起了长龙。原
来，该母婴店近几天在开展免费微量元
素检测。
王女士从早教班接女儿放学时无
意中看到了该店广告，联想起女儿头发
偏黄偏稀，检测又是免费的，于是第二
天便让丈夫早早地去排队。 王女士女
儿检测时， 对方用一个白色的像夹子
一样的东西在女儿手腕上停留了一会
后，便给出了检测结果——
—孩子缺锌、
缺钙。王女士一下子担忧起来，赶忙询
问治疗方案。对方答道，不需要治疗，
买儿童钙片就行，现在购买还有优惠。
几天后， 不放心的王女士带女儿到医
院体检，要求再次进行微量元素检测。
医院告知王女士， 并不建议孩子做该
类检查， 检测结果更不能作为用药依
据。
据悉，微量元素检测目前大多集中
在药店与私立医院。记者在网上搜索出
多家儿童微量元素检测机构。打电话询

问时，对方均表示可以进行微量元素检
测， 孩子满月即可进行检测， 价格从
200 元～700 元不等。当记者询问孩子
是否需要进行该项检测时， 对方回答：
“该项检测可以判断孩子是否缺钙，指
导家长给孩子进行补钙和改善体质，很
有必要。”
记者随后走访北京市的某私立儿
科医院，在该院体检科门口有几名预约
好的家长正在排队等待。“公立医院体
检项目中并没有微量元素与骨密度检
测，打听到这家医院有，特地来预约检
测。”张女士说：“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好多家长都带孩子做，再加上总有广告
讲孩子缺钙的影响，怕不做对孩子的健
康有影响。”

■
■ 结果不可信是叫停原因
据了解，人体内除了碳、氢、氧、氮
之外的元素均为矿物质，矿物质包括常
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微量元素在人体内
含量不多，不到体重的 0.01%。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孙之

星表示，微量元素检测绝对可以排在儿
科门诊“热搜榜”的前列，但其实很多家
长并不了解， 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早在
2013 年就已叫停微量元素检测， 并规
定，非诊断治疗需要，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
宜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
目，尤其是对 6 个月以下婴儿；对违规
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测的医疗机构，依
法依规处理。
微量元素相关的儿科体检一直饱
受争议，早在 2012 年便有不少专家提
出儿童微量元素检测没有必要。 亚洲
儿科营养联盟主席、 中国医师协会儿
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宗一表
示，近 20 年来，国内微量元素检测的
方式花样百出，但检测结果都不靠谱。
在国外基本没有这项检测， 更不建议
孩子在没有疾病的情况下进行抽血检
测。
北京协和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李翼
表示，叫停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并没
有公认的权威检测方法，也没有一个比

较可靠的正常值范围， 即便是查静脉
血，也只是血液水平，而不代表身体内
的含量。骨密度检测也由于同样的原因
不建议进行检测。

■
■ 儿科体检还需量体裁衣

近几年， 补钙等广告络绎不绝，也
是导致很多家长跟风检测的原因之一。
“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 医院从来没有
把微量元素纳入儿童体检，因为单凭检
测结果并不可信。”李冀说。
孙之星表示，盲目补钙不但起不到
效果，还会引起不少孩子便秘、食欲不
佳， 甚至增加了将来患结石病的可能
性。如果确实怀疑孩子存在营养不良的
风险，需要找对医生综合判断，不建议
盲目为孩子补充保健品。
李冀表示，儿童应分年龄段进行常
规体检， 每个年龄段体检项目有所不
同。比如，6 个月前主要以体格发育、神
经发育为主要体检项目，6 个月以后则
增加血常规等其他项目。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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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国英：
本院受理原告丰宏程与你及被告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赤峰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 9：00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高艳然：
本院受理原告高铭浩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 9：00 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五庭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于向前：
本院受理的原告候俊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依法缺席判决。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初头朗法庭领取（2017）内 0404 民初 7690 号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史红燕、张凤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孟兆存与被告史红燕、张凤军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依法缺席判决。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十六审判庭领取（2018）内 0404
民初 811 号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海廷、初孝莲、牛喜莲、邢翠霞、周海立、关海春：
本院受理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家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内 0404 民初
1402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王海廷、初孝莲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家营支行借款本金 100000 元， 支付
截止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利息 22269.51 元， 本息合
计 122269.51 元；并按合同约定继续支付自 2018 年 1
月 19 日至借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 被告牛喜莲、邢
翠霞、周海立、关海春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借款本息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
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松山区人民法院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孟杰、乔楠：
本院受理的原告赤峰小马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你们、 张文芳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内 0404 民初 8416 书，判决：一、被告王孟杰于
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偿还原告北京小马在线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借款本息 15845.06 元及利息 （其中 5254.79 元
自 2016 年 6 月 28 日起、5280.27 元自 2016 年 7 月 28
日起、5310 元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均按年利率 24%
的标准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乔楠、张文芳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乔楠、张文芳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王孟杰追偿。三、驳回原告北京
小马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本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
送达。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曹艳秋、孙国辉、吴东玉、李双磊、关双利：
本院受理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家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
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 内 0404 民初
1401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被告曹艳秋、孙国辉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家营支行借款本金 80000 元，支付截
止 2018 年 1 月 18 日的利息 31556.84 元， 本息合计
111556.84 元；并按合同约定继续支付自 2018 年 1 月
19 日至借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被告吴东玉、李双
磊、关双利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松山区人民法院

分类信息 热线电话：8224004

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商亚芹、陈兆星、陈兆光、陈梦然、陈兆起：
本院受理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家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内 0404 民初 1403
号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一、被告商亚芹、陈兆星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赤峰松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家营支行借款本金 80000 元， 支付截止
2018 年 1 月 18 日 的 利 息 45222.42 元 ， 本 息 合 计
125222.42 元； 并按合同约定继续支付自 2018 年 1 月
19 日至借款本息还清时止的利息； 被告陈兆光、 陈梦
然、陈兆起对本判决第（一）项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赤峰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松山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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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失声明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车主吴印政（身份证号
150402197409152317） 名
下车牌号为蒙 DX9136 二
轮摩托已灭失。
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印政
2018 年 4 月 16 日

赤峰瑞泽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1504046959413752）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该合作社，请债权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 年 4 月 16 日

翁牛特旗助农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注册号 150426NA000391X）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 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
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 年 4 月 16 日

遗失声明
●乌兰布统苏木塞北御泉山庄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50425MA0ND0J0X8）将发票专用章丢失，声
明作废。
●红山区众盟机械加工厂将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税号：15040219890416151401，声明作废。
●深度男装将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丢失，税
号：15040419921230261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宁城县孙氏庄园生态种植专业合
宁城县张希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作社 （注册号 150429NA001204X） （注 册 号 93150429099767657Q）拟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请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请债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
作社申报债权。
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2018 年 4 月 16 日
2018 年 4 月 16 日

●赵银山将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
150402196506051513，声明作废。
●朱悦（车牌号：蒙 D2K713）将中国大地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交强险贴子丢失， 交强险贴子流水
号：211115110102492936，声明作废。
●翁牛特旗白音他拉苏木豪氏金银首饰店将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150426600297581，声明
作废。
●翁牛特旗白音他拉苏木宝力格毛都超市将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150426600313642，声明
作废。
●红山区和泰润滑油经销处将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50402MA0NE4P63L，声
明作废。
●红山区静亮通讯门市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
注册号：150402600438961，声明作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翁牛特旗全
宁路营业厅将营 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 册 号 （分）：

注销公告
宁城县双沃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3150429MA0N9P0G69）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该合作社，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向该合作社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18 年 4 月 16 日

150400500000189，声明作废。
●宁城县韩晓军商店将营业执照正本丢失， 注册
号：150429600077932，声明作废。
●柳海波 （身份证号：150428198509290010）将
内蒙古农业大学毕业证书丢失， 证书编号：
101291201105003448，声明作废。
●赤峰市根深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504040539311837）将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