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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体彩七位数
第21160期：1 6 1 0 6 1 2

体彩大乐透
第21120期：05 10 21 25 31 +05 11

体彩排列5
第21280期：8 6 8 3 9

福彩双色球
第21120期:01 07 08 12 13 18 +05

福彩15选5
第21280期：01 02 07 11 15

福彩3D
第21280期：2 7 6

10 月 23 日 10KV 华 甸
27131 开关以下（27131：丹阳
市人民检察院）07:00-11:00。

10KV 凤凰 17721 开关以
下（17721：丹阳市人民检察
院、丹阳市振业房地产有限公
司、丹投备供一带）07:00-11:
00。

（地名以供电公司配网图
为准）

注意力不集中，喝杯热柠

檬水。脱水易导致注意力分
散，柠檬水中的活性物质有助
身体分泌去甲肾上腺素，这种
神经递质有利于集中注意力。

压力大，喝杯牛奶甘菊

茶。甘菊茶能缓解焦虑和烦
躁 ，牛 奶 中 的 共 轭 亚 油 酸
（CLA）可增加大脑血流量，抵
消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负面影
响。将少量牛奶加热后倒入甘
菊茶，再加少许蜂蜜，效果更
佳。

情绪低落，喝杯酸奶。酸
奶富含蛋白质，可提高改善情
绪的神经递质水平。酸奶中还
有大量益生菌，同样有助于改
善情绪，对缓解抑郁有一定作
用。

失眠，喝杯酸樱桃汁。入
睡困难，不妨喝杯酸樱桃汁。
研究发现，每天喝两次（每次一
杯）酸樱桃汁，可使每晚睡眠时
间增加近 90 分钟。酸樱桃汁
是褪黑激素和色氨酸的自然食
物来源，两者都有益于调节人
体睡眠和清醒节律。

疲劳，喝杯绿茶。绿茶中
含有茶氨酸，可增强人脑α波，
促进精神放松。绿茶中的咖啡
因和维生素C也有助提高大脑
和全身肌肉运动效率。

新华社电“霜降水返壑，
风落木归山。”《2021年中国天
文年历》显示，北京时间 10月
23日 12时 51分将迎来“霜降”
节气。此时节，金风瑟瑟，衰草
疏疏，长空雁鸣，云淡天高。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说，每年公历10月
23 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 210
度，为“霜降”节气的开始。“霜
降”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十八个节
气，也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

“霜降”是一年中有霜期的
开始，也是秋季向冬季的过渡。
此时节，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

变化加剧，昼夜温差增大，夜间
往往会降至零摄氏度以下，空气
中水汽凝华于地表和植被，形成
细微的白色冰针或六角形霜花。

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
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
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蛰虫咸
俯。意思是说，此时节豺狼捕
猎频繁，草木凋零加快，百虫
开始冬眠。然而“霜降”毕竟
为人们带来了最后一抹秋色，
枫叶经秋霜洗礼变为橘红，在
阳光照射下，层林尽染，如霞
似锦；塘中衰荷虽经霜打，片
叶枯萎下垂，但茎秆挺立依

然，成为深秋中的另外一种美
景。正所谓“天上繁霜降，人间
秋色深”。

“霜降”时节，公众特别是老
年人的养生保健十分重要。罗
澍伟结合民间传统和养生专家
的建议说，进入“霜降”，气温骤
降，是慢性呼吸道疾病、心脑血
管疾病、胃肠道疾病及骨关节疾
病复发的高峰期，除遵医嘱按时
服药外，首要注意防寒保暖，避
免湿邪、寒邪侵入人体，而腰、
背、膝、足的保暖尤为重要。户
外锻炼应适时适量并持之以恒，
以增强体质；老年人运动，应注

意减少膝关节的负重。
深秋最宜平补肝肾，多食经

霜打的蔬菜和水果，不但味道鲜
美，亦可健脾养胃，益气滋阴。
秋燥伤津，宜常食梨子、苹果、柑
橘、石榴、柿子、芥菜、萝卜、板栗
等，以利养阴润燥，宣肺止咳。

起居方面要保持充足睡眠，
早睡早起。早睡，有利于秋季

“阴精”的收藏；早起，可顺应“阳
气”的舒展。午间小憩十分有
益，饭后轻眠半小时，不但精力
充沛，而且可防秋郁，对人体保
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23日12时51分“霜降”：

人间至此秋色尽，草木摇落露为霜

新华社电 18日，“网红”郭
美美因销售含有“禁药”西布曲明
的“减肥糖”被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
万元。

因对人体有巨大健康风险，
西布曲明在我国已被禁约11年。
但新华社记者发现，其违法交易
仍未被彻底掐断，且近期违法生
产、售卖西布曲明案件呈现死灰
复燃式的多发态势，部分电商平
台上仍可轻易买到添加西布曲明
的减肥产品。

被禁11年，高危“禁药”
藏身“网红减肥产品”中

记者了解到，郭美美销售的
这种含有西布曲明的非法“减肥
糖”有不少拥趸。

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药师宋智慧表示，西布曲明可能
对消化系统、神经系统、中枢及外
周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产生
影响，导致内分泌代谢失调、精神
紧张、睡眠障碍等。“最为严重的是
它可能引起心梗、脑卒中、心脏骤
停，尤其是对于有冠心病、心律不
齐等心脏疾病或脑血管疾病的患
者，引发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更
高。”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
信息显示，2010年国家食药监部
门就发文停止西布曲明制剂和
原料药在我国生产、销售和使
用，撤销其批准证明文件，已上
市销售的药品由生产企业负责
召回销毁。

多年来，有关部门始终坚持
对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
明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但
含西布曲明的减肥产品却仍未
绝迹，部分还跻身“网红产品”。

记者从苏州市药品检验检

测研究中心了解到，该中心研究
人员 2019年对市场监督抽样及
公安办案送样的 84批减肥类保
健食品检测发现，62批非法添加
了共 7种化学物质，其中 50批被
检出添加了西布曲明。

记者近日查阅中国裁判文
书网发现，从 2013年至今，涉及
西布曲明的刑事案件超过 900
件，案由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
案件超过 130 件；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的案件超过 730
件，其中 2020 年相关案件超过
250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

淘宝、拼多多可买含
“毒”产品 百度上能搜违禁
原料药卖家

记者在淘宝、闲鱼、拼多多
等多家电商平台上尝试购买此
类减肥产品，发现交易双方大多
使用“暗语”，如“老妖罐”“天使
之吻”“蓝骑士”等。

记者还发现，“模特专用”
“超强饱腹感”“暴瘦”“懂的来”
等“诱人”广告语十分常见，还有
的商家承诺“一月可瘦 8 到 23
斤”“无需节食，不用运动”“不瘦
再送一瓶”。

记者选择了3家销售数量较
多的商家，分别购买了减肥胶囊、
减肥糖等。在使用西布曲明快筛
试剂进行筛查后，3款产品均初步
检测出西布曲明。

记者还发现，被严禁生产销
售的西布曲明原料药同样能轻松
买到。记者通过百度搜索轻易找
到一批西布曲明产销企业联系方
式，并成功联系到多地销售人员。
一名销售人员表示，“初次合作”西
布曲明价格每公斤7000元，并向
记者寄送了样品。

“在相关案件中，有的减肥
糖 每 粒 西 布 曲 明 含 量 高 达

30mg，商家还会根据客户的需
求，给经常用药的人群不断提升
产品中西布曲明的含量，甚至接
近50mg。”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第
三检察部副主任马珣告诉记者。

她还透露，在办理的案件中，
有的减肥产品含有西布曲明，商
家却将其伪装成天然酵素、纯中
成药、左旋肉碱、代餐粉售卖。

有消费者误买到此类减肥
产品，遭遇生命危险。“吃完减肥
胶囊大约 1小时后，我开始感到
心慌，明显感觉心跳加速，心率
从每分钟 70 多次直接飙升到
110 次，持续了 3 个多小时。微
商告诉我不停地喝水，我 1小时
就尿了6次。”上海的张女士这样
描述她服用在淘宝购买的某款

“网红减肥胶囊”后的反应。
专家认为，相关制品销售暴

利，原料药监管存在漏洞，电商
平台、运输寄递企业责任不实是
当前西布曲明“打不绝”“死不
透”的重要原因。马珣告诉记
者：“成本 5 角钱的含西布曲明

‘糖果’终端售价70元左右，销售
价格翻了百倍。”

“由于当前西布曲明制剂和
原料药在我国已经停止生产和
销售，这就导致西布曲明和其他
原料药不同，并不受到生产、仓
储、物流、销售的全链条监控。
一些不法药企有可能利用生产
空隙，使用工业设备从事非法生
产，且无需留下相关记录，犹如

‘灯下黑’。”北京鼎臣医药管理
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说。他
建议，需进一步强化对制剂生产
企业的整顿，严格规范原料药的
供应商审计、采购入库、检验和
变更行为，彻底堵塞来路不明的
化工原料流入和原料药流出的
漏洞，制止各种违规和变通的违
法生产、销售行为的产生。

北京市格丰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郭玉涛律师表示：“依据相关法
律，当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电商平台购买含有违禁成分
的减肥食品，健康遭受侵害时，可
向商家等要求赔偿。电商平台在
明知或者应知商家利用其平台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
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在一些网络场景中，时有
“首月 0元”“零首付”“免费保
障”“抽奖获取”等互联网保险
产品广告页面出现，有的消费
者在未清楚了解保险内容、保
费缴纳等情况下，便被“免
费”诱导而投保。这种营销引
流模式存在诱导营销、信息披
露不当等问题，侵害消费者知
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易引发消
费纠纷或投诉。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局 21日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

费者要清晰地认识到“免费”
是诱导，极有可能暗藏陷阱和
风险。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局提醒消费者在选购保险产
品时注意以下事项，做到明明
白白买保险、清清楚楚享保障。

一、因需购买保险产
品，不被“免费”迷惑

在浏览保险营销宣传页面
时，注意了解发布营销广告主
体、保险产品承保机构，看清
保险产品类型、保障内容和收

费方式等重要信息，根据自身
风险保障需求和消费能力选
购，不被“免费”营销宣传诱
导购买了本不需要的产品。

二、知悉保险合同内
容，了解条款信息再签约

消费者如确有投保需求，
应认真阅读保险合同，对于未
能明确展示保险合同条款等重
要内容的销售页面，不随意点
击确认。不盲目跟风冲动消
费，尤其是线上签约投保时千

万不要图方便就“一勾到底”。

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
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
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
当如实告知。消费者应客观如
实地反馈有关信息，避免因未
能如实告知而影响保险合同效
力。消费者隐瞒真实状况投
保，如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得
不到保险赔偿，容易产生理赔
纠纷。

银保监会@你:“首月0元”“零首付”等都是诱导销售！

高危高危““禁药禁药””藏身藏身““网红减肥产品网红减肥产品””
多家电商平台有售

秋乏或悲秋
试试喝“五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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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房主拖欠的物业费该由谁来买单？
本报讯（记者 高静 帅莹）

二手房交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买卖双方往往会涉及很多手
续、费用的交接。前段时间，市民
黄先生在购买二手房时，就遇到
了因原房主拖欠物业费未缴导致
自己也无法正常缴纳物业费的情
况。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黄先生
看中了华都锦城小区的一套二手
房，并于 7月份完成了房产交易
手续，成为这套房子的新主人。
随后，黄先生便前往小区物业服
务处进行登记，同时准备缴纳今
年下半年的物业费用。可没想到
的是，他却被告知此套房屋已经
欠缴了 4年的物业费用，作为新
房主的黄先生需要将之前拖欠的
物业费缴清。这让黄先生很是无
语，“我 7月份才拿到房子，之前
的物业费怎么能让我承担呢？”

为了解决物业费欠缴的问

题，黄先生找到了原房主。原房
主给黄先生写了一张证明，明确
表示 2021年 7月 1日之前的物业
费由他承担，2021 年 7 月 1 日之
后的物业费由黄先生承担。拿着
这张证明，黄先生再次找到物业
人员，但物业人员对此并不认
可。“物业人员说，我出示的这张
证明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们收取
物业费只认现在的房屋主人。”黄
先生告诉记者。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业服
务处了解情况。物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类似二手房交易产生的物
业费纠纷十分常见。“目前，在买
卖二手房时，不少市民都会忽略
物业费是否结清的问题，加上交
易流程中并没有强制要求出示结
清物业费的相关证明，所以经常
出现原房主欠缴物业费，新房主
不知情的情况。”该物业负责人解
释，在收取物业费时，物业人员只

认房屋主人，现在产权已经变更，
欠缴的物业费也得由新房主承
担，“当然，新房主可以尝试找原
房主追缴这笔钱，但是能不能要
回来就很难说了。”对于黄先生目
前的情况，该物业负责人称，原房
主出具的证明没有法律效力，“所
以我们建议黄先生直接让原房主
补缴之前的物业费，之后他再缴
纳正常的物业费。”

沟通中，该物业负责人表示，
一般正规的房产中介公司会提前
向物业人员确认房屋物业费的缴
纳情况，避免后续因此产生纠纷，

“但是现在很多中介往往会忽略
这一步，这也给物业公司带来了
很多麻烦。”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因为原房主拖欠的物业费，正常
情况新房主都不会愿意承担，“为
了确保公司的正常运营，有时在
操作时只能先收取新房主从入住
起需要缴纳的物业费，而前房主

拖欠的物业费如果实在无法追
回，就只能由公司进行内部消化，
但长此以往并不利于公司的发
展。”该负责人认为，在二手房交
易时，我市相关部门可学习其他
城市的一些做法，比如将查看物
业费的缴纳情况作为二手房交易
流程之一，“原房主或中介公司前
往物业服务处，由物业出具一张
物业费结清证明，而后才能进行
正常房产交易，这就能从源头上
避免纠纷的出现。”

那么，对于原房主拖欠的物
业费到底应该由谁来买单？有法
律人士表示，转让房屋时遗留的
物业费欠缴问题，从法律上讲，应
该与房产买受人无关。由于原房
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并
没有涉及后来的买房人，所以新
房主没有义务支付该部分物业
费。简单来说，房子的转移并不
意味着债务的转移。新房主购房

后与物业公司建立新的物业服务
合同关系，只对入住后的物业费
承担缴纳义务。

据了解，由于在二手房买卖
过程中，买卖双方通常会忽略诸
如物业费、水电费的结算，等买方
入住后，收到上述账单时，才发现
卖方欠缴大量费用，再回头找其
结算时，往往会困难重重。所以，
为了避免这类纠纷的发生，业内
人士建议市民在购买二手房时，
除了确保房屋质量外，一定要事
先查清原房主是否拖欠相关费
用。

图片新闻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民生热线：

86983119

近日，阜阳社区邀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反诈骗中心副
队长、一级警司洪靖云为辖区居民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知识讲座，具体讲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形式、案件发生的原因、主
要受害群体、诈骗类型四个方面的内容，并结合我市发生的案
例进行现场互动，提高居民防范意识。

（记者 贺丽华 通讯员 杨旭浩 摄）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以下2宗地收回方案报经市政府批准，现公告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土地登记证书等相关手续。

序号

1

2

土地使用权人

丹阳美乐森林幼儿园

丹阳美乐森林幼儿园

土地坐落

司徒镇东风村

司徒镇东风村

使用权面积（平方米）

3840.41

2285.39

土地用途

科教用地

科教用地

土地使用权证号

苏（2018）丹阳市不动产权第0030129号

苏（2021）丹阳市不动产权第0030651号

特此公告！

2021年10月22日

遗失信息
●丹阳市云阳镇金美服装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21181600330644，声明作废。
●胡茂辉遗失道路经营许可证正
本，号码：镇 321181315537，声明
作废。
●杨立新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3211813340872，声明作废。
●周宝玲遗失镇江盛耀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号码：06811904，声明作废。
●丹阳市云阳镇悠百佳休闲食品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编号：
321181000201601190079，声明作

废。
●丹阳金田世纪五金工具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141002807301，声明作废。
●江苏禾佳乐生态园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编号：
321181000201909250182，声明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司马红花裤袜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
321181000201412110163，副 本 ：
321181000201412110380，声明作
废。
●丹阳市云阳镇康红烟酒商行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正 本 ：
321181000201011110077，副 本 ：
321181000201011110078，声明作
废。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天下午四点截稿））（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收费标准：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市场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信息
★★

★★

友情提醒

以下信息不作为合同依据，
交易时请认真核实，如有纠
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地址：开发区凤凰路融媒体中心大门北50米（丹阳智投一楼）电话：88011918

民工工资保证金
退还公示

兹有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承建的丹阳鱼跃医疗
产业园2#洁净车间，3#、4#厂房，
5#厂房，6#、7#厂房，9#厂房，
12#仓库（丙类仓库），15#厂房
（丙类厂房），16#仓库（甲类仓
库），门卫，17#厂房（综合机房），
18#厂房（甲类厂房 1），19#厂房
（甲类厂房2）项目已竣工，现予以
公示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如有
异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86500492
公示时间：2021 年 10月 24

日至2021年11月6日

全国连锁品牌中医馆——广善德

医馆地址：城河路200号（吕叔湘中学向南100米）预约看诊电话：0511-85765972

广
告

周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内分泌科 名医

周三 男性阳痿早泄 前列腺等疾病

周五 江苏中医院中医肿瘤科 名医

周日 老年慢性疾病（三高、心脏等）

周二 男性阳痿早泄 前列腺等疾病

周四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内分泌科 名医

周六 脾胃疾病（胃痛 胃酸 胆汁反流等）

理疗项目：中医特色推拿、针灸、艾灸等

医馆常年聘请国内资深专家 来馆为患者把脉就诊

金秋十月感恩回馈 免费赠送艾灸月卡

医保
定点

关于统一由社会保障卡
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通告

根据人社系统一体化上线要求，同时按照人民银行个人账户管
理要求，为方便缴费人按时足额缴纳各类社会保险费，及时享受各
项社保待遇，我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将统一由社会保障
卡扣缴。如缴费人员不采取在社会保障卡上扣缴的，需于 10月 30
日前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签约银行任意网点办理解除扣缴手
续，并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到相关银行窗口或通过微信、支付宝自主
缴费。

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2021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