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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与幽默

益生菌可以通过改善宿主肠道

菌群平衡发挥有益作用。 人们发现

的益生菌有几十种， 包括乳双歧杆

菌、嗜酸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

酪乳杆菌、 植物乳杆菌、 嗜热链球

菌、保加利亚乳杆菌、乳酸乳球菌、

鼠李糖乳杆菌等。 现在的益生菌饮

料大多加入的是乳酸菌， 所以又叫

乳酸菌饮料。 根据是否经过杀菌处

理，又区分为杀菌（非活菌）型和未

杀菌（活菌）型。 对于乳酸菌饮料的

运输和储存都需要冷藏， 否则活菌

数量会大大降低。 依照国际上的定

义，用保加利亚乳杆菌（

L

）和嗜热链

球菌（

S

）发酵的牛奶就是普通的酸

奶，加入了嗜酸乳杆菌（

A

）和双歧杆

菌（

B

）以后才可以被称为发酵乳，是

含有益生菌的酸奶。

首先，需要特定菌种，必须是对

健康有益的菌种；其次，得保证有足

够数量，肠道中有上百万亿的细菌，

数量少了，产生不了影响；而且益生

菌得在一段时间内连续服用； 最重

要的是， 还得保证产品有足够量的

活菌能到达大肠。

益生菌饮料中的有益菌很难通

过胃液进入肠道发挥作用， 即使通

过胃液的考验， 最后进入肠道中的

量也非常少。 其次，益生菌更多的只

是一种辅助作用， 不能发挥直接的

治疗作用， 益生菌的研究也是为了

配合药物治疗， 而不是取代药物。

“增强免疫力”这个说法其实并不严

谨。 免疫系统是保护人体的，有感染

威胁时要及时被激发， 没有感染威

胁时需要安静。 系统性红斑狼疮就

是免疫过度的疾病。 所以，益生菌是

把人体免疫系统调节到恰到好处的

位置。

益生菌饮料也有不少缺点。 首先

就是含糖太多，常见的益生菌饮料一

小瓶（

100ml

）就含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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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左右，比可乐

含糖（

10g/100ml

）都要多。

①

要学会查看产品标签，看产品

标签上写的菌种名、菌株名，根据菌株

名查到相关实验结果和论文才是合

格的益生菌产品。

②

要选择益生菌含量多的产品

使用，以十亿、百亿为单位的数量都是

准确的，因为这个数量级可以保证益

生菌到达肠道的时候仍然有活性。

③

看储存条件，比如产品标签上

写明了需要冷藏储存而商家没有冷

藏，也不要买。

④

要给购买的产品至少两周的

使用期限，不要使用了以后觉得没效

果就马上换掉。（据《北京晚报》）

益生菌增强免疫力？ 未必！

足够数量益生菌才有益

益生菌需要冷藏储存

岁末年初是各类诈骗案件高

发期。

12

日，河南省公安厅发布电信

网络诈骗手法，提醒“剁手党”增强

防骗意识，提升识骗能力。

警方提醒广大消费者，冷静对

待低价商品，小心无良商家，远离木

马或者钓鱼网站，谨慎转换付款方

式，验货环节千万别省。面对“团购”

“秒杀”“特价”等优惠活动要冷静对

待，警惕价格低得离谱的商品。认真

查看卖家的信誉，核对购物的网站

是否为电商官网，不要轻易点击商

家给的链接。 如果打开后出现报警

等提示，请立刻终止购物及时进行

杀毒。 如遇支付问题应及时联系相

关客服，不要轻易转账汇。收到快递

一定要当面打开验收货物，如有问

题可拒签快递单，然后联系卖家。

警方提醒说，消费者发现网购

被骗后，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保

留好购物证据，包括聊天记录截图、

网银交易信息等，便于警方收集线

索。同时，他们建议消费者的网银或

支付宝里不要存太多的钱，密码设

置要复杂，在手机上下载安全软件

对虚假网址进行有效拦截，从源头

上保护个人信息、财产的安全。

（据新华网消息）

警方提醒：

岁末年初谨防购物欺诈

医院里，父亲奄奄一息。

儿子

:

“爸， 您还有啥要

嘱咐的？ ”

父亲满眼泪水

:

“我这辈

子太不值钱了！ ”

儿子：“谁说您不值钱？

我一个月前已经联系好了肾

脏和眼角膜的买家， 只要您

一咽气， 单凭这些小零件就

能卖一百多万啊！ ”

父亲听完，眼一瞪，腿一

伸，立刻值钱了。

值钱

消费小票“过期” 商家能否拒开发票？

随着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尤

其是北京市试点推行有奖发票设立

20

万元大奖以后， 北京消费者购买商品

或者接受服务后索取发票的积极性明

显提高。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

消费者由于没有在消费后立即向商家

索要发票， 而是在数月后甚至隔年再

要求商家开具发票， 有时会被商家以

超过了开发票的期限而拒绝。 目前，因

这种情况引发的纠纷时而出现， 尤其

是在有奖发票开出大奖后， 一些消费

者看到别人因为开发票中大奖后，往

往会搜罗出一堆消费小票找回商家要

求开发票， 但很多商家以时间太长为

由拒绝开票，因而引发纠纷。 很多消费

者认为商家设立“开票期限”是人为给

消费者开发票设立门槛， 不仅不合理

而且涉嫌逃税。 那么，商家为消费者开

发票设立期限究竟合不合理呢？ 记者

就此进行了多方采访。

记者从北京地区一些超市、 餐馆

了解到，近一年多来，要求开具发票的

消费者其实整体比前些年有所减少，

据他们分析， 这一方面是因为税务部

门对于开具发票的要求更加严格，比

如商家不能再根据消费者的意思想开

什么项目就开什么项目， 而且对于开

票项目也做了严格的限定， 以往有时

会出现的“买蔬菜开成办公用品”的情

况已经不可能， 堵住了一些单位虚假

报销的漏洞。 另一方面，本身各单位财

务制度也更加严格， 尤其对于发票报

销制度也更加严格， 这也使得很多人

没了开发票的需求。

相对于这种单位在超市、 餐馆开

具发票减少的现象， 个人开具发票的

则有所增多， 这反映出消费者对消费

保存凭证、 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有所

提高。 而像快递等行业，由于北京市将

其纳入了有奖发票实施范围， 原来人

们寄个快递根本没有要发票的意识，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寄完快递会索取

发票。 而此前北京市有奖发票开奖中

就曾出现过十几元的快递发票中大奖

的情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除了目前

大力推行的电子发票要求用户在一定

期限内完成电子发票打印外， 很多超

市、 餐馆对开具纸质发票确实也设立

了有效期。 很多超市将开票期限设立

为半年、一年不等，同时要求不能跨年

度开具； 餐馆对开发票期限设立得相

对更短， 往往要求在一个月或数月内

开具，否则就无法再开。 对于这些有效

期的设定， 商家的开票人都表示是财

务的规定。

那么，商家自己设立开票期限，过

期就不再开票究竟合不合规呢？ 有税

务人士告诉记者， 在税法中肯定没有

“开票有效期”这么一说。 根据目前实

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明确规定了“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

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 所有单位

和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

商品、 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支付款项， 也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

票。 ”也就是说，商家在出售商品或提

供服务收取款项后， 就毫无疑问应当

开具发票。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商

家应当开具发票， 但开具时间问题应

该具体分析，一方面，消费者在交款同

时要求开具发票的， 商家毫无疑问必

须开具。 但现实情况中，一些消费者确

实希望“攒一段时间后”一起开发票。

那么这就涉及双方要约定开票期限的

问题， 其实这已经不完全是开不开发

票的问题，而是双方约定时间的问题。

目前来看，多数超市、餐馆会将开

票期限直接打印在消费小票上， 也有

的会在服务台张贴公示， 这种情况应

该视为双方都接受这一约定。“日后如

果消费者超过这一期限再要求开发

票，商家拒绝应该是合理的，当然这里

的前提是商家和消费者双方有事先约

定。 ”这位财税人士表示。

对此，一些消费者提出，如果在约

定期限内没有向商家开具发票， 是不

是商家就逃税了呢。 据税务机关专业

人士介绍，逃税并不是这么简单。 根据

财税制度， 如果付款方未向销售方索

取发票， 销售方也需要将取得的生产

经营收入按照相关规定据实申报纳

税， 也就是说发票并非企业申报纳税

的唯一凭证。 没开发票并不意味着就

是销售企业逃税。（据《北京青年报》）

买蔬菜不能开“办公用品”了

开发票

应在买卖双方约定期限内完成

商家因“超期”

拒开发票不意味一定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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