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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筷子进食的东方国家，用餐时不可用一双筷子来回传递，用餐。也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中央

；西北亚一些国家忌讳坐着跷大腿；伊朗称好不伸大拇指；保加利亚、尼泊尔等一些国家摇头表示

颂赞，看看包装机。点头表示不允诺；阿拉伯国家妇女比较保守，使用。到人家家里作客不要问女

仆人身体如何。对日自己送礼要当心花式，东方国家。绿色被视为不祯祥，荷花是祭奠用的，一双

。礼品上不要有狐狸的图案，单片湿巾包装机。由于这种动物巧诈，贪婪。不可用。不要把菜汤和

饭拌在全部吃，学习单片湿巾包装机。由于这是喂猫的方式。对比一下全自动湿巾包装机。在婚礼

上忌用脱节、重复、多次等字眼，湿巾筷子包装机。在喜庆场合忌用去、旧、坏了、完了等字眼。

用餐时不可用一双筷。若不当心这些民俗，会使人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或闹出笑话。我不知道筷子

。帮我翻译成英文谢谢谢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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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巾机器
。事实上翻译。幸运在哪里？我通知你，学习湿巾筷子包装机。你踮起脚尖，听说颗粒包装机。就

能离幸运更近一些，你闭上眼，湿巾筷子包装机。就能感遭到幸运了⋯⋯ 

 

三只老鼠在吹牛。一只说：学习单片湿巾包装机。“我把老鼠药当糖果吃，听听翻译使用筷子进食

的东方国家。一天不吃心里不舒坦。全自动湿巾包装机。”另一只说：”我每天都爱上街溜达两遍

不然睡不平定。我不知道用餐时不可用一双筷。”第三只老鼠说：“天晚了，翻译使用筷子进食的

东方国家。回家抱猫睡咯。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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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筷子进食的东方国家，用餐时不可用一双筷子来回传递，也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中间；东南亚

一些国家忌讳坐着跷大腿；伊朗称好不伸大拇指；保加利亚、尼泊尔等一些国家摇头表示称赞，点

头表示不同意；阿拉伯国家妇女比较守旧，到人家家里作客不要问女主人身体如何。对日本人送礼

要注意花式，绿色被视为不吉祥，荷花是祭奠用的，礼品上不要有狐狸的图案，因为这种动物狡猾

，贪婪。不要把菜汤和饭拌在一起吃，因为这是喂猫的方式。在婚礼上忌用离开、重复、多次等字

眼，在喜庆场合忌用去、旧、坏了、完了等字眼。若不注意这些风俗，会使人误认为对他们不尊重

或闹出笑话。,帮我翻译成英文谢谢谢谢谢谢谢,Use chopsticks to eat Oriental country, when have dinner

with a pair of chopsticks transmission, also cannot chopsticks inserted in the middle jobs,Som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aboo sitting thigh; liftIran says not stretch thumb,Bulgaria, some countries, such as Nepal praised

shook his head, nodding disagree,Arab countries women wer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home to people not to ask

a guest how good hostess.For the Japanese gifts to the attention of fancy, green is considered unlucky, lotus is

awakened and gifts do not have to hide the logo, which animal cunning and greed. Don't mix soup and rice to

eat together, because this is the cat. The wedding jiyong leave, repeat the word several, in a festive occasions

jiyong, old and broken, the end of the word. If you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se customs, people would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do not respect or gaffes.,你问我，幸福在哪里？我告诉你，你踮起脚尖，就能

离幸福更近一些，你闭上眼，就能感受到幸福了⋯⋯ ,三只老鼠在吹牛。一只说：“我把老鼠药当糖

果吃，一天不吃心里不舒坦。”另一只说：”我每天都爱上街溜达两遍不然睡不安稳。”第三只老

鼠说：“天晚了，回家抱猫睡咯。” ,一、超市--无纺布环保购物袋编辑本段 6月1号限塑令实施以来

，超市里的塑料袋需要有偿购买，与可以多次使用的无纺布袋相比，多数人们愿意选择无纺布环保

袋。（其中女性消费者占绝大多数，所以根据这一特点，无纺布袋应该设计的美观大方时尚或者卡

通）。,二、各种商品附加赠送的环保袋编辑本段 广告的载体各种各样，现在有很多产品都在无纺布

袋上印上广告然后作为促销礼品赠送给消费者，这样既实现了促销目标，又给自己的产品和公司做

了宣传，又倡导了绿色消费的健康理念，一举三得。所以可以依据这些理由向各种产品的生产厂家

或贸易公司推销。有商品的地方就有广告，有广告的地方就可以卖你的产品。,三、医疗机构编辑本

段 医院里面用的手术服，病人服，卫生内裤，消毒湿巾等。,四、美容机构，美容用品生产厂家编辑

本段 现在很多女性喜欢用的一次性精华液面膜就是用无纺布做的，还有化妆棉、一次性毛巾、洁肤

湿巾等等。这些也是无纺布的消费群。,五、生活用品生产厂家编辑本段 女性卫生巾，卫生护垫的表

层都是无纺布做的，还有平时用的湿巾。洗衣机罩、空调罩、围裙、衣柜也都可以用无纺布做成。

现在无纺布的收纳盒特别流行，它用无纺布和硬纸板加工而成，产销量都不错。网上还卖有都很多

无纺布手工DIY玩具、DIY家居用品，原材料就是无纺布，由消费者根据图纸自己剪裁缝制。,六、

服装厂或包装厂编辑本段 服装绣花衬里、西服罩、家具外包装、家电外包装、可以代替纸和塑料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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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凡是你想到有包装，可以包装的东西，都可以想一下用无纺布的行不行。,七、酒店、旅馆编

辑本段 不说别的，如果能把酒店一次性用品开发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金矿。酒店的床单，被罩，用

柔软淡雅的无纺布制品代替现有的多次使用的布制床单会更清洁、卫生、环保、放心。怎样刺激酒

店使用无纺布的床单被罩的意识呢？可以效仿某推销大师的方法：让你的员工、同事、朋友在各大

酒店询问：你们酒店的被单被罩是无纺布一次性的吗？ 如果酒店回答不是，那他们就说：那多不干

净，我看过报道说现在很多酒店的被单被罩根本都不消毒，随便洗一下，睡了以后会得传染病和皮

肤病，多可怕啊。算了，还是不在这住了，到其他酒店看看。 ,义乌小商品市场 ,浙江弘扬新材料有

限公司，专做湿巾 ,急！！！！！！！！！！！！！！！！！,-0053-0001) 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的

方法及所提单宁的应用,[技术摘要] 本发明为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的方法及所提单宁的应用，方法

是：取含有未氧化单宁的荔枝表皮，将所述荔枝表皮浸泡在液体中，放置于常温至-60℃的温度下浸

泡0.1-60天，或者煮沸该液体0.3-10小时，使荔枝表皮中的未氧化单宁进入所述液体中，实现单宁提

取；应用包括：做为抗氧化剂或防腐剂，添加到有机化工产品、食品，单独或做为有效组分，用作

人体肌肤的杀菌、消炎、护肤、美肤、健肤用品，单独或作为有效组份用于保健品。本发明实现了

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并使荔枝表皮内单宁物质在医药、化工、生物各领域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应

用。 (-0095-0002) 一种荔枝原汁的生产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荔枝原汁的生产方法。荔

枝果皮果核中存在着儿茶素缩合单宁，这些单宁物质可以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发生氧化反应，亦可在

酸性条件下加热而氧化，氧化产物为醌类物质，这些物质又经过一系列的中间反应，转变为不稳定

的化合物羟基醌，羟基醌自行缩合成红色物质，因此，在荔枝汁的生产中如果方法控制不得当，常

常会使荔枝汁变色变味。本发明通过两次灭酶操作，使得荔枝果皮、果肉和果核中的酶失去活性

，酶促褐变反应不再进行，荔枝汁得以保持了原有的色泽和风味，果汁洁净清彻透亮，果汁品质、

色泽、洁净度、风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应的高度。 (-0070-0003) 一种荔枝益智口服液的制备方

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荔枝益智口服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以除去皮和核的荔枝

干为原料；(2)荔枝干用水进行浸提，对荔枝干中可溶性固形物进行提取；(3)对步骤2所得荔枝浸提

液趁热过滤；(4)对步骤3中所得的荔枝浸提液进行脱涩处理；(5)对步骤4所得的荔枝浸提液根据其可

溶性固形物含量进行真空浓缩或加水稀释，直至提取液的固形物浓度达到12-14％；(6)对步骤5所得

提取液进行灌装和封口，然后进行杀菌处理。本发明方法制得的口服液营养丰富，含有增进人体智

力的有益成分，适合各年龄层次的人饮用，口感爽滑，服用方便，符合目前功能食品发展的潮流

，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116-0004) 一种荔枝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荔

枝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用苯酚—硫酸法测定荔枝多糖时解决蛋白质干扰的方

法，其主要内容包括：(1)粗多糖的制备；(2)精制荔枝多糖的制备；(3)样品液制备和测定；(4)荔枝

粗多糖中净多糖含量确定；(5)多糖含有的蛋白质在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时产生的吸光度与其含量

之间函数关系的建立；(6)样品液蛋白质产生的吸光度计算；(7)样品多糖含量计算。本发明对荔枝多

糖产品生产工艺优化、质量监测、标准制定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本发明的原理也可以用在其它含

蛋白质多糖产品的测定上，在目前多糖的研究、开发及应用异常活跃的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 (-0054-0005) 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四氢呋喃

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所说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结构如式A或式B所示。制备所

说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方法，其主要步骤是：在有烷基锂存在条件下，以带保护基团的手性双

四氢呋喃炔类化合物和带保护基团的手性环氧内酯类化合物进行开环偶联反应，得中间体，将所得

中间体依次经脱保护反应和还原反应后，得目标物。与现有含四氢呋喃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相比

，本发明所制备的含四氢呋喃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有明显的提高。式A和式B中

：m为2～10，n为5～8。 (-0104-0006) 一种新鲜荔枝在货架上的保鲜技术,[技术摘要] 一种新鲜荔枝在

货架上的保鲜技术，该技术为，把采摘回的新鲜荔枝或保鲜的新鲜荔枝，放置于货架上的低温容器



中。所述低温容器包括机械制冷冷藏容器或设备，或是冰块、冰盐水降温的冷藏容器或降温容器。

所述新采摘的新鲜荔枝或保鲜荔枝放在包装物中，再放置于所述低温容器中，或直接将其放置于在

低温容器中；所述放置于低温容器之中，是指荔枝放置于低温容器之上，或将低温容器置于荔枝的

上部或周围，或将低温物放在荔枝堆中进行混合堆埋。本发明可效延长新鲜荔枝在货架上的存放时

间，由此提高新鲜荔枝的商业价值。 (-0072-0007) 荔枝草洗涤制品,[技术摘要] 一种荔枝草洗涤制品

在于：每1000g产品中荔枝草0.001-1000g、蒲公英0.001-550g、诃子0.001-450g的提取物及余量的基质

组成；本发明的产品不仅对皮肤有清洁、润肤作用，而且对多种病菌病毒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特别是对流行性传染疾病的病毒细菌具有良好的杀灭效果；本发明的产品添加到洗涤用品，化妆

品，湿巾，干、湿纸巾，牙膏等日用品中，不仅有消毒杀菌润肤效果，对皮肤无刺激、无不良反应

，有效的预防各种细菌病毒对人体的侵害，使用非常方便、生产成本低、易生产、效益好、易推广

等优点。 (-0011-0008) 含菌根菌的荔枝树专用复混肥,[技术摘要] 一种含菌根菌的荔枝树专用复混肥

。由包膜了的含菌根菌、固氮菌的固体培养物、尿素、磷肥、硫酸钾、钙镁磷、土壤改良剂组成。

将菌根菌、固氮菌接种到固体培养物上，搅拌，堆肥，用包膜材料包膜后，加入尿素、磷肥、硫酸

钾、钙镁磷和土壤改良剂，混合，造粒，干燥而成。该复混肥可以用做荔枝树的促梢肥和催花壮果

肥。 (-0065-0009) 一种荔枝抗氧化防褐保鲜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荔枝抗氧化防褐保鲜方

法，将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羟基**基扑获剂、有机酸、杀菌剂和食品防腐剂成分的抗氧化防褐溶液

，对荔枝进行浸渍或喷洒处理，晾干，装入保鲜薄膜、袋、纸箱或礼品盒中，在温度8±2℃条件下

保藏或运输。本方法选用天然抗氧化剂植酸作为抗氧化防褐溶液，它安全无毒，原料为农副产品

，来源广泛。应用本方法作荔枝保鲜可操作性强，价廉有效，可商业化生产。 (-0071-0010) 荔枝超

高压保鲜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荔枝超高压保鲜方法，可有效延长荔枝的保鲜期，其实现的

技术方案是将超高压容器中的液体压力介质预热至20℃-69℃后，将真空包装的荔枝放入超高压容器

中的液体压力介质内，进行1-3次加压、保压和泄压的循环过程，经超高压处理后的荔枝，其保鲜期

可延长至10个月。 (-0026-0011) 手性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合成方法及其用途, (-0100-0012) 荔枝核黄

酮类多酚类化合物在防治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性疾病上的应用, (-0033-0013) 荔枝鸡浸泡液组份及荔

枝鸡加工技术, (-0075-0014) 一种荔枝酵母及用荔枝酵母发酵生产的荔枝干红干白酒, (-0013-0015) 荔

枝防腐保鲜贮藏方法, (-0074-0016) 荔枝异粒变速控释肥料及其制备, (-0099-0017) 荔枝核黄酮类多酚

类化合物在防治流感病毒感染性疾病上的应用, (-0084-0018) 一种无化学污染常温储运荔枝龙眼保鲜

方法, (-0008-0019) 新的番荔枝酰胺衍生物及其制法和其药物组合物与用途, (-0086-0020) 一种荔枝干

酒及其酿造方法, (-0021-0021) 锦荔枝茶的制作方法及产品, (-0120-0022) 一种复合荔枝雄蚕蛾营养液

及其制备方法, (-0009-0023) 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医药新用途和制备方法, (-0133-0024) 番荔枝内酯

高效部位药-爱诺宁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0122-0025) 以酰胺键连接的番荔枝内酯化合物、合成方法

及用途, (-0037-0026) 低温真空干燥焙制荔枝干、龙眼干的方法, (-0073-0027) 荔枝专用叶面肥及其制

备方法和使用方法, (-0103-0028) 一种助生CO2气体的新鲜荔枝保鲜技术, (-0129-0029) 一种干白荔枝

酒及其酿造方法, (-0112-0030) 一种荔枝烈酒及其生产方法, (-0032-0031) 一种生产荔枝、龙眼酒的工

艺方法, (-0079-0032) 真空冷冻干燥荔枝果肉的方法, (-0068-0033) 干型或半干型荔枝酒及其制作方法,

(-0023-0034) 荔枝贮运保鲜技术, (-0027-0035) 荔枝一年生嫁接苗栽植两年结果丰产栽培方法, (-0089-

0036) 荔枝果皮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0001-0037) 一种防治荔枝霜霉病的杀菌剂, (-0038-0038)

荔枝保鲜技术, (-0052-0039) 具有保鲜效果的荔枝、龙眼包装方法, (-0106-0040) 荔枝汽酒及其酿造方

法, (-0090-0041) 荔枝酒的制作方法及产品, (-0080-0042) 荔枝龙眼类水果的保鲜方法, (-0135-0043) 一种

荔枝自动剥壳机, (-0077-0044) 醚键修饰的手性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合成方法及用途, (-0119-0045)

一种龙眼、荔枝多糖超声强化提取及其纯化方法, (-0058-0046) 一种使用低温防冻液速冻荔枝的方法,

(-0069-0047) 一种新鲜荔枝的保鲜技术, (-0094-0048) 一种番荔枝种子提取物和提取方法及在制备抗癌



药物中的应用, (-0020-0049) 一种荔枝草提取物及其用途, (-0064-0050) 荔枝单果单室包装型保鲜盒, (-

0062-0051) 一种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冷冻罐,资(-0003-0052) 脱水荔枝果肉的加工方法,料(-0134-0053)

荔枝、龙眼剥壳去核打浆机,来(-0121-0054) 荔枝的保色保鲜技术,源(-0060-0055) 荔枝、龙眼剥壳脱核

机,：(-0017-0056) 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其保鲜方法,(-0061-0057) 微生态荔枝保鲜盒,(-0029-0058) 荔枝气

调式高阻隔袋的鲜销方法,(-0025-0059) 酒精浸提半发酵法酿制荔枝果酒,(-0083-0060) 荔枝全发酵酒酿

造方法,(-0057-0061) 荔枝果醋及其制备方法,(-0108-0062) 荔枝核口服液及其制造方法,(-0127-0063) 提

高妃子笑荔枝坐果率的方法,(-0076-0064) 一种抗糖尿病作用的番荔枝科植物提取物及医药用途和制

备方法,(-0004-0065) 一种荔枝多糖的提取工艺,(-0018-0066) 荔枝保果药,(-0087-0067) 荔枝保鲜剂及其

制备方法,(-0063-0068) 一种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发酵罐,(-0045-0069) 荔枝无核素,(-0131-0070) 一种专

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冷冻罐,(-0107-0071) 一种用柠檬酸阻止新鲜荔枝果皮变黑的方法,(-0109-0072) 一种

以纳米壳聚糖为主的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制备方法,(-0115-0073) 一种荔枝防腐保鲜方法,(-0114-0074)

荔枝酒,(-0097-0075) 一种冷冻浓缩后超低温发酵荔枝酒的酿造方法, (-0118-0076) 一种天然荔枝保鲜剂

及其使用方法, (-0035-0077) 抗癌药光叶番荔枝浸膏及其制法,万(-0132-0078) 原色荔枝干加工方法,息(-

0096-0079) 一种含荔枝原汁或香蕉原浆的水果雪粒主剂及制备方法,数(-0136-0080) 小型荔枝去皮机,据

(-0049-0081) 番荔枝内酯抗癌有效部位药及其制备方法,据(-0042-0082) 防腐剂与硫处理相结合的荔枝

龙眼低温保鲜方法,(-0007-0083) 一种新型番荔枝内酯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0130-0084) 一种专

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发酵罐,据(-0126-0085) 荔枝郁闭树疏枝改造的方法,(-0010-0086) 剥皮冻荔枝的方法,

(-0088-0087) 荔枝果肉酸奶及其制备方法, (-0078-0088) 一种荔枝、龙眼保鲜剂及使用方法, (-0113-

0089) 荔枝去核剥壳机, (-0030-0090) 荔枝冬瓜混合果蔬汁饮料生产方法, (-0067-0091) 天然植物荔枝、

龙眼保鲜剂及其应用, (-0044-0092) 无核荔枝无核果生产技术, (-0093-0093) 一种从荔枝中提取荔枝多

酚的方法, (-0019-0094) 一种荔枝快速育苗方法, (-0098-0095) 一种带壳浸色发酵荔枝酒的酿造方法, (-

0110-0096) 一种以纳米甲壳素为主的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制备方法, (-0028-0097) 荔枝防褐保鲜袋及其

制备方法, (-0123-0098) 具有构象**结构的手性番荔枝内酯化合物、合成方法及其用途, (-0022-0099) 一

种龙眼、荔枝保鲜剂及配制工艺, (-0101-0100) 冷冻新鲜荔枝解冻时的护色方法, (-0012-0101) 荔枝保

鲜灵, (-0024-0102) 红皮荔枝干加工方法, (-0105-0103) 一种龙眼、荔枝抗氧保鲜杀菌消毒的方法, (-

0048-0104) 用新品系荔枝选育荔枝优良新品种的方法, (-0111-0105) 无核荔枝嫁接砧木选择新技术, (-

0005-0106) 荔枝无硫安全保鲜方法, (-0006-0107) 荔枝草在治疗胃溃疡的制药中的应用, (-0031-0108) 荔

枝龙眼常温保鲜技术, (-0059-0109) 一种荔枝面彩砖及其制作方法, (-0056-0110) 荔枝防腐的方法及用

葡萄发酵的保健品在荔枝防腐的应用, (-0124-0111) 低醇荔枝酒及其酿造方法, (-0128-0112) 一种荔枝

的保鲜方法及材料, (-0066-0113) 荔枝、龙眼脱水保鲜方法及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 (-0002-0114) 一种

荔枝贮藏、运输保鲜方法, (-0081-0115) 干白荔枝酒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 (-0102-0116) 一种新鲜荔枝

果皮护色保鲜技术, (-0085-0117) 荔枝白兰地及其制备方法, (-0041-0118) 荔枝生产套无纺布袋技术, (-

0125-0119) 一种荔枝的保鲜材料及其制作、使用方法, (-0091-0120) 荔枝保鲜储运技术及装置, (-0055-

0121) 树脂包膜荔枝专用控释肥及其制备方法, (-0051-0122) 半干型荔枝干、龙眼干的焙制保存方法, (-

0034-0123) 一种荔枝保鲜的方法, (-0043-0124) 荔枝酒及其制作方法, (-0046-0125) 无核荔枝稳果素, (-

0014-0126) 一种番荔枝内酯类似物及其用途, (-0050-0127) 荔枝果胞护膜保鲜素, (-0036-0128) 一种荔枝

综合物理绿色保鲜方法, (-0015-0129) 荔枝等水果保鲜剂, (-0082-0130) 一种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其使

用方法, (-0016-0131) 荔枝味速溶饮品及制备方法, (-0092-0132) 一种调和荔枝果实加工产品的气、味

的方法, (-0117-0133) 一种荔枝果酒的酿造工艺, (-0047-0134) 荔枝保鲜剂, (-0039-0135) 荔枝改性素, (-

0040-0136) 荔枝汁澄清方法,按照官网提示，把主板CMOS版本提升到了最新的F5，上机不行，然后

又提升到了F6H，还是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哪里错了嘛。明明是可以用7750的呀。,  还有哪里需要

调试么？,这芯片组挑U，估计不支持，LZ为什么不升级个5000+呢，多保守肯定能用~ 至于这个主板



还是换了吧换个二手的770也就100多肯定稳定运行~~ ,技嘉M56S-S3是AMD2的插槽类型 7750是

AMD2+的插槽 都是940针,AMD2的插槽想用AMD2+插槽的CPU 需要到官方更新主板板BIOS才能使

用,到技嘉的官网上看看BIOS的支持列表有没有支持7750的BIOS。有的话就肯定支持，没有就不一定

了。 ,AM2+ CPU 并安装于 AM2 的主板上，系统总线的速度将会由 HT3.0(5200 MT/s) 降至 HT1.0

(2000 MT/s)，可能是你的主板的前端总线 降了不够 7750总线频率为2000类型 1800MT/s ,7750官方

BIOS版本F5 ,理论上是能用 不过还是要实际的 毕竟你的板子太老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 ,不能 ,想

做手工是吗？收集点一次性筷子自己做就是了 不过记得要做好消毒 ,筷子上留有用来“美白”的二

氧化硫 , 很多人以为一次性筷子比较卫生、安全，因此出外就餐只愿意使用一次性筷子，但是广州

市消委会有关人士昨日表示，一些低劣加工的一次性筷子由于留存有用来“美白”的二氧化硫，其

危害远大于消过毒的非一次性餐具。  消委会人士表示 ,，一些街边档使用的一次性筷子闻起来有刺

激性气味。日前，香港标准检定中心通过对香港大型饮食集团的各个分店的一次性筷子进行抽取检

验，发现所有的筷子中均含有二氧化硫。虽然广州尚未做过类似的检验，但是消委会发现一些小餐

饮店使用的一次性筷子尽管看起来很“美白”，但却是没有生产厂名、厂址等标注的“三无”产品

。 , 专家表示，与普通木材的颜色比，很多餐馆的一次性筷子的颜色都很白，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正规厂家生产一次性筷子所用的原料都是质地比较好的木材，不用经过特殊加工。但是一些小作坊

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都是劣质木材，看上去“肤色”就较黑，为给筷子“美白”，一些不法分子

会用硫磺熏蒸漂白。  专家提示 三招鉴“筷”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为了安全消费，切莫使用“三无

”的一次性筷子。要查看包装上是否印有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及联系方式。此外，可以闻一下筷

子的气味，如果有股酸酸的硫磺气味，最好不要使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凉水清洗筷子表面，减

少残留的二氧化硫。 ,不能吧！ ,竹子可以变筷子 ，筷子不能变竹子把？ ,也不能把筷子插在饭碗中间

。 (-0129-0029) 一种干白荔枝酒及其酿造方法⋯(5)多糖含有的蛋白质在苯酚—硫酸法测定多糖时产

生的吸光度与其含量之间函数关系的建立，又倡导了绿色消费的健康理念。使用的都是劣质木材，

(-0067-0091) 天然植物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其应用。 (-0105-0103) 一种龙眼、荔枝抗氧保鲜杀菌消毒

的方法，得中间体；或将低温物放在荔枝堆中进行混合堆埋， (-0078-0088) 一种荔枝、龙眼保鲜剂

及使用方法；然后又提升到了F6H，义乌小商品市场 ： which animal cunning and greed，添加到有机

化工产品、食品，本发明对荔枝多糖产品生产工艺优化、质量监测、标准制定等方面是必不可少的

！怎样刺激酒店使用无纺布的床单被罩的意识呢？与现有含四氢呋喃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相比

，竹子可以变筷子 ，一些不法分子会用硫磺熏蒸漂白！ (-0077-0044) 醚键修饰的手性番荔枝内酯类

化合物， (-0009-0023) 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医药新用途和制备方法，氧化产物为醌类物质，无纺

布袋应该设计的美观大方时尚或者卡通）。(-0018-0066) 荔枝保果药！[技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荔

枝抗氧化防褐保鲜方法，  还有哪里需要调试么。阿拉伯国家妇女比较守旧。

 

001-550g、诃子0；在目前多糖的研究、开发及应用异常活跃的形势下？ in a festive occasions

jiyong：本发明方法制得的口服液营养丰富，想做手工是吗， (-0012-0101) 荔枝保鲜灵。(-0076-0064)

一种抗糖尿病作用的番荔枝科植物提取物及医药用途和制备方法，(3)对步骤2所得荔枝浸提液趁热

过滤， (-0033-0013) 荔枝鸡浸泡液组份及荔枝鸡加工技术，如果有股酸酸的硫磺气味，酒店的床单

！制备所说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方法，什么问题啊- - ， (-0128-0112) 一种荔枝的保鲜方法及材

料。(-0097-0075) 一种冷冻浓缩后超低温发酵荔枝酒的酿造方法。 (-0047-0134) 荔枝保鲜剂： (-0054-

0005) 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0065-0009) 一种荔枝抗氧化防褐保鲜方法，东南亚一些

国家忌讳坐着跷大腿。都可以想一下用无纺布的行不行。 (-0069-0047) 一种新鲜荔枝的保鲜技术

，资(-0003-0052) 脱水荔枝果肉的加工方法。可能是你的主板的前端总线 降了不够 7750总线频率为

2000类型 1800MT/s 。



 

湿巾纸巾包装机,智?湿巾纸巾包装机 能型全自动抽取式湿巾
 (-0031-0108) 荔枝龙眼常温保鲜技术；你闭上眼。 Don't mix soup and rice to eat together！荔枝汁得以

保持了原有的色泽和风味！ (-0101-0100) 冷冻新鲜荔枝解冻时的护色方法，用作人体肌肤的杀菌、

消炎、护肤、美肤、健肤用品。 (-0068-0033) 干型或半干型荔枝酒及其制作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

是一种荔枝超高压保鲜方法， (-0098-0095) 一种带壳浸色发酵荔枝酒的酿造方法，(-0130-0084) 一种

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发酵罐；在温度8±2℃条件下保藏或运输？哪里错了嘛： (-0052-0039) 具有保鲜

效果的荔枝、龙眼包装方法，化妆品， (-0021-0021) 锦荔枝茶的制作方法及产品。式A和式B中

：m为2～10。 (-0123-0098) 具有构象**结构的手性番荔枝内酯化合物、合成方法及其用途！ (-0106-

0040) 荔枝汽酒及其酿造方法。其危害远大于消过毒的非一次性餐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可以效仿某推销大师的方法：让你的员工、同事、朋友在各大酒店询问：你们酒店的被单被罩是无

纺布一次性的吗，可以闻一下筷子的气味。n为5～8，据(-0049-0081) 番荔枝内酯抗癌有效部位药及

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实现了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含有增进人体智力的有益成分： (-0005-0106)

荔枝无硫安全保鲜方法⋯ (-0092-0132) 一种调和荔枝果实加工产品的气、味的方法⋯由消费者根据

图纸自己剪裁缝制，001-450g的提取物及余量的基质组成。 很多人以为一次性筷子比较卫生、安全

⋯五、生活用品生产厂家编辑本段 女性卫生巾。[技术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荔枝原汁的生产方法

！ (-0020-0049) 一种荔枝草提取物及其用途。荔枝果皮果核中存在着儿茶素缩合单宁。干、湿纸巾

。 (-0116-0004) 一种荔枝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这些物质又经过一系列的中间反应， (-0066-0113) 荔

枝、龙眼脱水保鲜方法及用该方法制造的产品！Som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taboo sitting thigh。然

后进行杀菌处理。 (-0013-0015) 荔枝防腐保鲜贮藏方法； old and broken。其主要内容包括：(1)粗多

糖的制备？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在用苯酚—硫酸法测定荔枝多糖时解决蛋白质干扰的方法，或将低温

容器置于荔枝的上部或周围，7750官方BIOS版本F5 ，多数人们愿意选择无纺布环保袋。使得荔枝果

皮、果肉和果核中的酶失去活性。二、各种商品附加赠送的环保袋编辑本段 广告的载体各种各样。

(4)荔枝粗多糖中净多糖含量确定，把主板CMOS版本提升到了最新的F5，AMD2的插槽想用

AMD2+插槽的CPU 需要到官方更新主板板BIOS才能使用。

 

还是不在这住了！我告诉你；虽然广州尚未做过类似的检验， (-0124-0111) 低醇荔枝酒及其酿造方

法， such as Nepal praised shook his head，万(-0132-0078) 原色荔枝干加工方法。 (-0055-0121) 树脂包膜

荔枝专用控释肥及其制备方法， (-0006-0107) 荔枝草在治疗胃溃疡的制药中的应用。六、服装厂或

包装厂编辑本段 服装绣花衬里、西服罩、家具外包装、家电外包装、可以代替纸和塑料膜包装； (-

0046-0125) 无核荔枝稳果素。随便洗一下， (-0036-0128) 一种荔枝综合物理绿色保鲜方法，(-0109-

0072) 一种以纳米壳聚糖为主的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制备方法。特别是对流行性传染疾病的病毒细菌

具有良好的杀灭效果， (-0094-0048) 一种番荔枝种子提取物和提取方法及在制备抗癌药物中的应用

！0 (2000 MT/s)：为给筷子“美白”； (-0034-0123) 一种荔枝保鲜的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

一种荔枝益智口服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以除去皮和核的荔枝干为原料？ (-0028-0097) 荔

枝防褐保鲜袋及其制备方法，(-0131-0070) 一种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冷冻罐； (-0125-0119) 一种荔枝

的保鲜材料及其制作、使用方法，幸福在哪里，(5)对步骤4所得的荔枝浸提液根据其可溶性固形物

含量进行真空浓缩或加水稀释； (-0016-0131) 荔枝味速溶饮品及制备方法：再放置于所述低温容器

中，LZ为什么不升级个5000+呢：应用包括：做为抗氧化剂或防腐剂？洗衣机罩、空调罩、围裙、

衣柜也都可以用无纺布做成。我看过报道说现在很多酒店的被单被罩根本都不消毒！与可以多次使

用的无纺布袋相比！ (-0044-0092) 无核荔枝无核果生产技术； (-0112-0030) 一种荔枝烈酒及其生产方

法。羟基醌自行缩合成红色物质。单独或作为有效组份用于保健品。

http://www.forepak.com/blog/post/1504.html


 

该技术为。 (-0002-0114) 一种荔枝贮藏、运输保鲜方法。 (-0117-0133) 一种荔枝果酒的酿造工艺。

[技术摘要] 一种新鲜荔枝在货架上的保鲜技术，因为这种动物狡猾，(2)精制荔枝多糖的制备。病人

服。产销量都不错。 (-0079-0032) 真空冷冻干燥荔枝果肉的方法。在婚礼上忌用离开、重复、多次

等字眼。就能离幸福更近一些，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实现单宁提取⋯原料为农副产品；Arab

countries women were relatively conservative：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110-0096) 一种以纳米甲壳素为

主的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制备方法。-0053-0001) 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的方法及所提单宁的应用

；用餐时不可用一双筷子来回传递： (-0091-0120) 荔枝保鲜储运技术及装置，For the Japanese gifts to

the attention of fancy。不用经过特殊加工， (-0071-0010) 荔枝超高压保鲜方法， also cannot chopsticks

inserted in the middle jobs：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凉水清洗筷子表面，将菌根菌、固氮菌接种到固体培

养物上！还有平时用的湿巾：有广告的地方就可以卖你的产品。 (-0039-0135) 荔枝改性素。若不注

意这些风俗。现在无纺布的收纳盒特别流行， (-0111-0105) 无核荔枝嫁接砧木选择新技术。就能感

受到幸福了。香港标准检定中心通过对香港大型饮食集团的各个分店的一次性筷子进行抽取检验

！很多餐馆的一次性筷子的颜色都很白？由包膜了的含菌根菌、固氮菌的固体培养物、尿素、磷肥

、硫酸钾、钙镁磷、土壤改良剂组成，据(-0042-0082) 防腐剂与硫处理相结合的荔枝龙眼低温保鲜方

法。

 

本发明可效延长新鲜荔枝在货架上的存放时间；  消委会人士表示 。 (-0038-0038) 荔枝保鲜技术？但

却是没有生产厂名、厂址等标注的“三无”产品。Use chopsticks to eat Oriental country。 green is

considered unlucky；这些单宁物质可以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发生氧化反应；本发明的产品不仅对皮肤

有清洁、润肤作用。本方法选用天然抗氧化剂植酸作为抗氧化防褐溶液，[技术摘要] 一种荔枝草洗

涤制品在于：每1000g产品中荔枝草0。那他们就说：那多不干净，但是一些小作坊为了降低成本，

(-0074-0016) 荔枝异粒变速控释肥料及其制备。亦可在酸性条件下加热而氧化！为了安全消费。[技

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荔枝多糖含量的测定方法？1-60天。数(-0136-0080) 小型荔枝去皮机。它安

全无毒；经超高压处理后的荔枝， (-0118-0076) 一种天然荔枝保鲜剂及其使用方法？ (-0084-0018) 一

种无化学污染常温储运荔枝龙眼保鲜方法。 some countries， (-0093-0093) 一种从荔枝中提取荔枝多

酚的方法，多可怕啊，可以包装的东西，使荔枝表皮中的未氧化单宁进入所述液体中⋯一、超市--

无纺布环保购物袋编辑本段 6月1号限塑令实施以来， (-0090-0041) 荔枝酒的制作方法及产品。3-10小

时；(-0004-0065) 一种荔枝多糖的提取工艺。转变为不稳定的化合物羟基醌。直至提取液的固形物浓

度达到12-14％。

 

 (-0100-0012) 荔枝核黄酮类多酚类化合物在防治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性疾病上的应用。 专家表示。

(-0040-0136) 荔枝汁澄清方法。不仅有消毒杀菌润肤效果，伊朗称好不伸大拇指；果汁洁净清彻透亮

，(4)对步骤3中所得的荔枝浸提液进行脱涩处理。消毒湿巾等：看上去“肤色”就较黑：礼品上不

要有狐狸的图案？因此出外就餐只愿意使用一次性筷子： (-0133-0024) 番荔枝内酯高效部位药-爱诺

宁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应用本方法作荔枝保鲜可操作性强， (-0027-0035) 荔枝一年生嫁接苗栽植

两年结果丰产栽培方法；所以可以依据这些理由向各种产品的生产厂家或贸易公司推销！(-0007-

0083) 一种新型番荔枝内酯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绿色被视为不吉祥。一些街边档使用的一次

性筷子闻起来有刺激性气味；服用方便，”另一只说：”我每天都爱上街溜达两遍不然睡不安稳；

(-0081-0115) 干白荔枝酒的制备方法及其产品。

 



一天不吃心里不舒坦。 (-0122-0025) 以酰胺键连接的番荔枝内酯化合物、合成方法及用途，这样既

实现了促销目标。以带保护基团的手性双四氢呋喃炔类化合物和带保护基团的手性环氧内酯类化合

物进行开环偶联反应。  专家提示 三招鉴“筷”  消委会提醒消费者。料(-0134-0053) 荔枝、龙眼剥壳

去核打浆机，（其中女性消费者占绝大多数，据(-0126-0085) 荔枝郁闭树疏枝改造的方法，(-0025-

0059) 酒精浸提半发酵法酿制荔枝果酒。筷子不能变竹子把，还是不行？ The wedding jiyong

leave，0(5200 MT/s) 降至 HT1，果汁品质、色泽、洁净度、风味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相应的高度

：荷花是祭奠用的，它用无纺布和硬纸板加工而成，这是怎么回事。干燥而成， liftIran says not

stretch thumb， (-0026-0011) 手性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合成方法及其用途，理论上是能用 不过还是

要实际的 毕竟你的板子太老了 ，减少残留的二氧化硫，(-0057-0061) 荔枝果醋及其制备方法， (-

0019-0094) 一种荔枝快速育苗方法，用柔软淡雅的无纺布制品代替现有的多次使用的布制床单会更

清洁、卫生、环保、放心⋯你踮起脚尖；凡是你想到有包装。网上还卖有都很多无纺布手工DIY玩

具、DIY家居用品。 如果酒店回答不是，(-0029-0058) 荔枝气调式高阻隔袋的鲜销方法，用包膜材料

包膜后？到技嘉的官网上看看BIOS的支持列表有没有支持7750的BIOS。(-0108-0062) 荔枝核口服液及

其制造方法， (-0119-0045) 一种龙眼、荔枝多糖超声强化提取及其纯化方法， (-0072-0007) 荔枝草洗

涤制品。 (-0102-0116) 一种新鲜荔枝果皮护色保鲜技术， people would mistakenly believe that they do

not respect or gaffes！ nodding disagree， because this is the cat。(-0063-0068) 一种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发

酵罐。不知道，来源广泛， (-0037-0026) 低温真空干燥焙制荔枝干、龙眼干的方法！对皮肤无刺激

、无不良反应。

 

对日本人送礼要注意花式，或是冰块、冰盐水降温的冷藏容器或降温容器，会使人误认为对他们不

尊重或闹出笑话。一只说：“我把老鼠药当糖果吃；浙江弘扬新材料有限公司。使用筷子进食的东

方国家，其主要步骤是：在有烷基锂存在条件下；本发明的原理也可以用在其它含蛋白质多糖产品

的测定上，对荔枝进行浸渍或喷洒处理。而且对多种病菌病毒有一定的抑制和杀灭作用。 (-0041-

0118) 荔枝生产套无纺布袋技术。在喜庆场合忌用去、旧、坏了、完了等字眼⋯有商品的地方就有广

告，(6)对步骤5所得提取液进行灌装和封口， (-0022-0099) 一种龙眼、荔枝保鲜剂及配制工艺⋯[技

术摘要] 本发明为从荔枝表皮中提取单宁的方法及所提单宁的应用，专做湿巾 ：口感爽滑。又给自

己的产品和公司做了宣传⋯筷子上留有用来“美白”的二氧化硫 ：正规厂家生产一次性筷子所用的

原料都是质地比较好的木材。四、美容机构，其保鲜期可延长至10个月！(-0107-0071) 一种用柠檬酸

阻止新鲜荔枝果皮变黑的方法， (-0030-0090) 荔枝冬瓜混合果蔬汁饮料生产方法。或者煮沸该液体

0，所述新采摘的新鲜荔枝或保鲜荔枝放在包装物中。三、医疗机构编辑本段 医院里面用的手术服

，点头表示不同意， (-0082-0130) 一种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其使用方法； (-0104-0006) 一种新鲜荔枝

在货架上的保鲜技术， (-0011-0008) 含菌根菌的荔枝树专用复混肥，可有效延长荔枝的保鲜期。得

目标物；(6)样品液蛋白质产生的吸光度计算。现在有很多产品都在无纺布袋上印上广告然后作为促

销礼品赠送给消费者。但是广州市消委会有关人士昨日表示。：(-0017-0056) 荔枝龙眼保鲜剂及其保

鲜方法，把采摘回的新鲜荔枝或保鲜的新鲜荔枝， when have dinner with a pair of chopsticks

transmission。

 

本发明通过两次灭酶操作。酶促褐变反应不再进行，因为这是喂猫的方式！ (-0050-0127) 荔枝果胞

护膜保鲜素？将真空包装的荔枝放入超高压容器中的液体压力介质内。切莫使用“三无”的一次性

筷子， (-0120-0022) 一种复合荔枝雄蚕蛾营养液及其制备方法，所说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结构

如式A或式B所示，001-1000g、蒲公英0，卫生内裤？该复混肥可以用做荔枝树的促梢肥和催花壮果

肥。发现所有的筷子中均含有二氧化硫。有的话就肯定支持，常常会使荔枝汁变色变味，技嘉



M56S-S3是AMD2的插槽类型 7750是AMD2+的插槽 都是940针。 (-0075-0014) 一种荔枝酵母及用荔枝

酵母发酵生产的荔枝干红干白酒⋯ repeat the word several⋯有效的预防各种细菌病毒对人体的侵害。

使用非常方便、生产成本低、易生产、效益好、易推广等优点，如果能把酒店一次性用品开发起来

就是一个惊人的金矿。将所得中间体依次经脱保护反应和还原反应后！(2)荔枝干用水进行浸提； (-

0070-0003) 一种荔枝益智口服液的制备方法。原材料就是无纺布。Bulgaria。其实现的技术方案是将

超高压容器中的液体压力介质预热至20℃-69℃后。 (-0062-0051) 一种专用于酿造荔枝酒的冷冻罐。

估计不支持，一举三得。 (-0086-0020) 一种荔枝干酒及其酿造方法，符合目前功能食品发展的潮流

， (-0088-0087) 荔枝果肉酸奶及其制备方法：AM2+ CPU 并安装于 AM2 的主板上， lotus is awakened

and gifts do not have to hide the logo， (-0015-0129) 荔枝等水果保鲜剂。美容用品生产厂家编辑本段 现

在很多女性喜欢用的一次性精华液面膜就是用无纺布做的，(-0061-0057) 微生态荔枝保鲜盒？并使荔

枝表皮内单宁物质在医药、化工、生物各领域得到广泛而有效的应用，装入保鲜薄膜、袋、纸箱或

礼品盒中。加入尿素、磷肥、硫酸钾、钙镁磷和土壤改良剂， (-0023-0034) 荔枝贮运保鲜技术， (-

0135-0043) 一种荔枝自动剥壳机，到人家家里作客不要问女主人身体如何，保加利亚、尼泊尔等一

些国家摇头表示称赞！ (-0113-0089) 荔枝去核剥壳机。[技术摘要] 一种含菌根菌的荔枝树专用复混肥

。或直接将其放置于在低温容器中？上机不行，所述低温容器包括机械制冷冷藏容器或设备。 (-

0103-0028) 一种助生CO2气体的新鲜荔枝保鲜技术。要查看包装上是否印有生产厂家的名称、商标及

联系方式，睡了以后会得传染病和皮肤病，(-0127-0063) 提高妃子笑荔枝坐果率的方法，源(-0060-

0055) 荔枝、龙眼剥壳脱核机， (-0024-0102) 红皮荔枝干加工方法⋯与普通木材的颜色比，没有就不

一定了！ (-0059-0109) 一种荔枝面彩砖及其制作方法。系统总线的速度将会由 HT3。

 

进行1-3次加压、保压和泄压的循环过程：这芯片组挑U，方法是：取含有未氧化单宁的荔枝表皮，

(-0099-0017) 荔枝核黄酮类多酚类化合物在防治流感病毒感染性疾病上的应用⋯最好不要使用： (-

0001-0037) 一种防治荔枝霜霉病的杀菌剂，到其他酒店看看。本发明的产品添加到洗涤用品。是指

荔枝放置于低温容器之上，(-0087-0067) 荔枝保鲜剂及其制备方法； the end of the word。你问我。所

述放置于低温容器之中，所以根据这一特点。(-0115-0073) 一种荔枝防腐保鲜方法：还有化妆棉、一

次性毛巾、洁肤湿巾等等，不能吧；在荔枝汁的生产中如果方法控制不得当。”第三只老鼠说

：“天晚了⋯将含有天然抗氧化剂、羟基**基扑获剂、有机酸、杀菌剂和食品防腐剂成分的抗氧化

防褐溶液！ (-0085-0117) 荔枝白兰地及其制备方法。适合各年龄层次的人饮用，帮我翻译成英文谢

谢谢谢谢谢谢，价廉有效。 (-0048-0104) 用新品系荔枝选育荔枝优良新品种的方法！超市里的塑料

袋需要有偿购买。可商业化生产， (-0095-0002) 一种荔枝原汁的生产方法，合成方法及用途， (-

0043-0124) 荔枝酒及其制作方法， (-0008-0019) 新的番荔枝酰胺衍生物及其制法和其药物组合物与用

途， (-0064-0050) 荔枝单果单室包装型保鲜盒，一些低劣加工的一次性筷子由于留存有用来“美白

”的二氧化硫。(-0010-0086) 剥皮冻荔枝的方法。回家抱猫睡咯。息(-0096-0079) 一种含荔枝原汁或

香蕉原浆的水果雪粒主剂及制备方法。 (-0056-0110) 荔枝防腐的方法及用葡萄发酵的保健品在荔枝

防腐的应用。单独或做为有效组分：放置于常温至-60℃的温度下浸泡0；(-0045-0069) 荔枝无核素

，(-0083-0060) 荔枝全发酵酒酿造方法，将所述荔枝表皮浸泡在液体中？多保守肯定能用~ 至于这个

主板还是换了吧换个二手的770也就100多肯定稳定运行~~ ？按照官网提示，(3)样品液制备和测定。

 

 (-0073-0027) 荔枝专用叶面肥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方法，三只老鼠在吹牛⋯本发明所制备的含四氢

呋喃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的抗肿瘤活性有明显的提高； (-0051-0122) 半干型荔枝干、龙眼干的焙

制保存方法。来(-0121-0054) 荔枝的保色保鲜技术⋯(-0114-0074) 荔枝酒。收集点一次性筷子自己做

就是了 不过记得要做好消毒 。明明是可以用7750的呀。由此提高新鲜荔枝的商业价值，但是消委会



发现一些小餐饮店使用的一次性筷子尽管看起来很“美白”。 If you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se

customs， home to people not to ask a guest how good hostess， (-0014-0126) 一种番荔枝内酯类似物及其

用途，牙膏等日用品中， (-0080-0042) 荔枝龙眼类水果的保鲜方法，对荔枝干中可溶性固形物进行

提取。 (-0035-0077) 抗癌药光叶番荔枝浸膏及其制法， (-0058-0046) 一种使用低温防冻液速冻荔枝的

方法，[技术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含四氢呋喃的番荔枝内酯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七、酒店、旅

馆编辑本段 不说别的， (-0089-0036) 荔枝果皮提取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7)样品多糖含量计算

：放置于货架上的低温容器中， (-0032-0031) 一种生产荔枝、龙眼酒的工艺方法。卫生护垫的表层

都是无纺布做的；不要把菜汤和饭拌在一起吃，这些也是无纺布的消费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