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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发导致头皮损伤还诱发过敏？

中消协提示：

“双节”来临，消费者要多一分理
性，经营者要多一分担当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外
出游玩、朋友聚餐、购物娱乐、家
人团圆等将成为众多消费者假
期的主要安排。为更好享受假
期生活，防范有关消费陷阱，中
消协提示：享受“双节”假期，消
费者要多一分理性，经营者要多
一分担当。

一、享受“双节”假期，疫情
防控依然不容忽视
当前，德尔塔、拉姆达等新
冠病毒变异毒株在国外肆虐，这
些变异毒株传染性更强，防控要
求更高。虽然我国取得了良好
的疫情防控成效，但在全球新冠
疫情流行的严峻形势下，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的压力依然很大。
因此，广大消费者在“双节”假期
仍需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消
费者关心的中秋、国庆假期能否
出行问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首席专家王华庆提醒消费者
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在出行前
应了解出发地及目的地的疫情
防控等级和相关防疫要求。中
高风险区的消费者尽量不出行，
低风险地区的消费者尽量不前
往中高风险区。出行过程中，务
必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王华庆
还表示，不提倡在假期期间聚集
和聚会，尤其是不允许大规模的
聚集。

二、外出游玩要注意提前预
约，做足准备才能提高出行
体验
据了解，很多景区为切实落
实疫情防控政策，纷纷推出了预
约制来实施限流措施，为避免影
响游玩体验，建议消费者一定要
提前在景区官方网站或者电话
查询了解景区相关规定，按照要
求进行预约，做足准备，文明出
行。
消费者在旅游报名、团购各
类旅游消费产品时，应将服务能
力、服务质量、产品品质放在首
位，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较高、口
碑较好的商家，切勿将价格作为
消费的唯一依据，警惕“会员免
费畅游”
“0 元旅游团”
“超低价畅

住”等明显低于合理价格的揽客
行为，防止落入黑心商家陷阱。
与商家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时，要
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
吃、住、行的标准以及双方权利
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三、
购买月饼、
大闸蟹要防坑
避雷，
聚餐应尚节约不浪费
“双节”既是享受月饼的美
好时刻，也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
时期。在购买月饼时，消费者应
尽量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仔细查
阅月饼的主要成分、生产日期和
保 质 期 等 信 息 ，并 检 查 是 否 有
SC 标志；对于散装或者现场制
售 的 月 饼 ，要 注 意 查 看 月 饼 色
泽、形状、气味等，并仔细查看现
场卫生状况。理性看待“打折”
“促销”
“保健”
“无糖”等概念，按
需购买，避免浪费。由于月饼中
糖和脂肪含量比重较大，建议消
费者适量食用，患有糖尿病、
“三
高”、肝胆类等和肠胃功能弱的
特殊群体更要合理把握食用量。
在购买大闸蟹方面，消费者尤其
要注意防范
“螃蟹券”
套路。很多
消费者反映在购买“螃蟹券”后，
或是面临“一券在手，螃蟹难求”
的供需不平衡局面，或是收到的
螃 蟹 缩 水 严 重 、缺 斤 短 两 。 因
此，建议消费者擦亮双眼，尽量
选择正规线下实体商家或是信
誉较高的电商购买大闸蟹。
中消协提醒广大消费者“双
节”聚餐要“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在注重食品安全的同时，自
觉抵制舌尖上的浪费，积极践行
“光盘行动”
。

四、理性看待商家“双节”打
折促销，
合理消费不盲目
“双节”期间，消费者要理性
看待商家的促销手段，不为“爆
款”
“ 特价”等宣传冲昏头脑，不
被网上展示的精美外包装图片
所蒙蔽，谨慎选择“网红”直播带
货销售的各类产品，以免为一时
的冲动消费而后悔。建议消费
者在明确消费需求以及充分了
解产品真实品质的情况下再作
出购买决策。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在消费
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发票、收据等

消费凭证。通过电商平台或者
“直播带货”购物的，还应注意保
留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关键信
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
先与商家协商解决，表达合理诉
求、依法进行维权，必要时可向
有关行政部门或者消协组织进
行投诉。

五、家长要监督孩子玩网络
游戏，
防止孩子沉迷其中
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
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
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与之前发布的《关于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工作的通
知》相比，进一步严格限制了向
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
时间。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
节假日每日 20 时至 21 时向未成
年人提供 1 小时网络游戏服务，
并要求所有网游必须接入国家
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
名验证系统。
家长应担负起监护人职责，
对孩子“双节”假期中玩网络游
戏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引导。特
别要防止孩子采取租号、借号、
买号或者是利用家长身份信息
注册游戏账号等行为，防止孩子
沉迷网络游戏。家长发现网络
游戏公司存在违反《通知》要求
的 ，可 向 有 关 出 版 管 理 部 门 举
报。

六、购买保健食品认准“蓝
帽子”
，
谨防落入骗老陷阱
由于重阳节紧跟着“双节”
假期，一些消费者可能会购买保
健食品作为礼物送给长辈，也有
部分老年消费者可能为自己选
购保健食品。但目前，市面上有
很多与保健食品包装外观十分
相似的普通食品，如不仔细加以
区分，很容易买到“李鬼”。消费
者在购买保健食品时，一定要认
准“蓝帽子”
（保健食品专属标
志），并检查标识下是否有可通
过网络查询的保健食品批准文
号。远离没有“蓝帽子”、没有保
健食品批准文号或者通过网络
无法查询的假编号产品。
除保健食品外，金融理财、

电信诈骗、低价旅游等也是老年
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的消费问
题。建议老年消费者一方面要
多学习相关的消费知识，提高防
骗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在作
出购买决策前，多与子女沟通，
特别是在涉及消费金额较大的
情况下，务必重视子女的意见和
建议。
此外，中消协也敦促经营者
要坚守法律底线，从以下几个方
面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
任，为营造良好的“双节”消费环
境作出担当：
一要做好供给准备。商家
应结合往年消费情况及当前消
费需求做好“备战”，采取有效措
施，减少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
接受服务时出现排长队等候、供
不 应 求 等 情 况 ，节 约 消 费 者 时
间，
优化消费者体验。
二要做到明码实价。
“双节”
假期的消费需求量比平时要高，
这就要求商家更应严守法律底
线，诚信经营、明码实价，杜绝不
明码标价、坐地起价、哄抬价格、
串通涨价等“宰客”
行为。
三要重视合同履行。经营
者要秉承契约精神，信守承诺，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向消费者提
供质量合格的商品或者优质的
服务，杜绝“借机敛财”等违约行
为。
四要突出安全绿色。安全权
是消费者的首项权利，也是最重
要的一项权利，经营者要切实保
障
“双节”
期间消费者安全权，
如出
行安全、
食品安全等；
践行绿色经
营理念，
有助于节约资源，
避免浪
费，
如不追求月饼的过度包装、不
诱导顾客大量点餐等。
五要保护个人信息。近期，
国家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并将于 11 月 1 日起施行，明确禁
止“大数据杀熟”等以科技、便捷
为名对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
旅游出行、网络购物等经营者应
尽快作出合规化调整，不得过度
收集或者非法处理消费者个人
信息。
六要化解消费纠纷。经营
者面对消费纠纷应当依法及时
妥善处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
遇到困难的也应积极协助解决，
不在“双节”假期添堵，将消费纠
纷、
消费困难化解在源头。
（新华）

科普：
你知道这些
“镌刻”
在水星上的中国人名吗？
新华社电 9 月 14 日，水星
迎来了今年第三次东大距。作
为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
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个头最小。
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水星上已命
名了近 500 个地貌，其中 20 多个
来自中国。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
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水星和其他
类地行星一样，拥有硅酸盐壳幔
和金属核。但它在内部结构上
“皮薄馅大”
，
具有巨大铁核，
表面
成分富含硫、
碳，
贫铁。探测水星
有助于帮助科学家认识太阳系
的起源、行星的形成演化以及星
球宜居性等问题。为了便于科
研和制图，科学家还会为各种特

征地貌取上朗朗上口的名字。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提
交水星地貌命名申请。提交名
称需遵循简洁明晰、无害性、不
重复原则，并且考虑文化多样性
和国家均衡。”王科超说，根据国
际天文学联合会规则，命名某个
地貌时应基于科学研究需求，否
则不予考虑；对尺度小于 100 米
的地貌，除非有特殊科学意义，
一般不予命名。
为了保证充足的名称来源，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为不同行星
和卫星建立了独立的命名系
统。比如同为撞击坑，在水星上
主要以已故的艺术家和文学家
的名字命名。王科超说，迄今为

止，以中国人名命名的水星撞击
坑有 21 个，这些名字中，有李白、
杜甫等古代名人，也有鲁迅、齐
白石等现代名家。
这 21 个中国名字的主人有
着各自精彩的故事，由他们的姓
名命名的水星地貌也各有其特
点。赵孟頫是元代知名书画家，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撞击坑位于
水星南极，直径约 140 公里。
“赵
孟頫撞击坑是水星两极所有撞
击坑中，雷达高回波信号区域最
大的一个，显示拥有大量水冰，
这里可能是未来水星水冰探测
的最好去处。
”
王科超说。
水 星 上 也 存 在 大 量 的“ 年
轻”撞击坑，它们的特征之一便

是拥有醒目的辐射纹。这些辐
射纹是高速撞击形成的，因反照
率高而显得明亮，但随着时间流
逝会因空间风化而逐渐变暗并
消失。萧照是南宋著名的宫廷
画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萧照撞
击坑位于水星赤道附近，直径较
小，仅 24 公里。然而它具有壮观
的辐射纹，展布远大于撞击坑的
实际直径。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逐步
增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
科学家将目光投向这颗离太阳
最近的行星，为人类探索水星奥
秘贡献中国力量，让更多来自中
华 文 明 的 名 字‘ 镌 刻 ’在 水 星
上。
”
王科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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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事顾客、商家各执一词

明日停电
9 月 16 日 10kV 上善 131
线（全线：上善雅苑、云阳幼儿
园、天坤集团、通泰房开、联众
道路照明一带）09:00-12:00。
10kV 御珑 141 线，至华昌
路 1#环网柜 144 进线开关（御
珑线 1#分支箱）09:00-12:00。
10kV 运 北 11701 开 关 以
下（11701：化 龙 村 安 基 西 、天
元金属、立新焊接、东方粮油、
联众照明一带）06:00-10:00。
10kV 运 镇 11603 开 关 以
下（11603：黄庄村、蒋园里、浦
西村、甲板头、顾家东单、塘里
村、秦家村、肖庄村、中心村荆
茄北、华龙特钢、德隆电工、鑫
德合金、马家庄电站一带）08:
00-10:00。
（地名以供电公司配网图
为准）

本报记者 帅莹 高静
“经过检查，医生的诊断意见
为头皮化学性烧伤。”韩女士认
为，这是由于美容美发店的染发
剂导致，
“ 我染完头发就去了医
院，中途也没有进行其他活动。”
第二天，韩女士带着医院的诊断
证明来到美容美发店讨要说法，
但商家却不认可。
“商家不承认是
染发剂的问题，同时表示染发过
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化学性灼伤
是常见的情况，休息一周就会好
转。”韩女士对于商家的说法十分
不满，随即报警，在民警的调解
下，商家表示愿意承担韩女士的
检查费用，共计 1000 元，并写下
一份承诺书，表示韩女士染发导
致头皮不适产生的医疗费用由该
店承担。对于这一结果，韩女士
并不满意，
“因为这件事耽误了我
的工作，后续还要再进行复查，商
家赔偿的金额并不足以承担我的
损失。
”
除了头皮化学性烧伤，韩女
士还出现了其他不适症状，
“脸部
肿了起来，身上出现大片红斑。”
韩女士又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

图为韩女士头皮损伤，
身上出现过敏症状。记者 帅莹 高静 摄
“去染个头发，不仅头皮被烧
伤，还导致全身过敏！”近日，市民
韩女士向记者反映了自己在一家
美容美发店的遭遇，现在商家表
示愿意对韩女士头皮化学性烧伤
进行相应赔偿，但对于其出现的
过敏症状表示不承担责任。
韩女士告诉记者，8 月 25 日，
她来到市区的一家美容美发店染
发，
“8 月 28 日是我的生日，想换
个发色以新的面貌过生日。”进店

后，韩女士挑选了一款自己喜欢
的发色，和工作人员沟通后便开
始染发。但让韩女士没想到的
是，染发过程中她突感头皮疼痛，
便询问工作人员头皮是否出现了
损伤。
“ 工作人员一直和我说，头
皮没有出现问题，坚持让我继续
染发。”染发结束后，韩女士发现
自己的头皮出现破损，同时还伴
有出血的情况，随即前往医院进
行检查。

为过敏性皮炎，她怀疑此次过敏
与染发使用的化学药剂有关。带
着检查结果，韩女士再次联系美
容美发店，要求对方进行赔偿。
但商家对于韩女士所提出的过敏
与染发剂有关的说法并不认可，
也不愿承担此次检查的相关费
用。
随后，记者联系了该美容美
发店，工作人员对 8 月 25 日发生
的情况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
“韩
女士当天到店后，我们在染发前
检查了她的头皮状况，发现有几
处地方泛红，觉得不适合继续进
行染发等有刺激性的操作。”该工
作人员说，当时便建议韩女士不
要染发，而是进行头皮护理，但韩
女士坚持要进行染发。按照韩女
士的要求，工作人员便开始为其
染发，在整个染发的过程中，韩女
士也并未表示自己头皮有任何不
适，
“如果顾客当时提出头皮不舒
服，我们肯定会停止操作的。”对
于韩女士提出的一系列赔偿要
求，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愿意承
担其头皮化学性烧伤的赔偿，
“这

位顾客头皮灼伤的检查费及医药
费为 400 元左右，经过民警调解，
我们愿意多赔偿一些，但之后出
现的过敏症状无法证明与染发剂
有关，也许对方本身就有过敏性
疾病，检查治疗费用自然不该由
我们承担。
”
对于商家的说法，韩女士认
为对方是在推脱责任，
“染发前工
作人员并未说我的头皮状况不
佳，不适宜染发，而且如果我知道
自己的头皮有问题，也不可能去
染发。商家唯一一次提出不给我
染发的理由是，染出的发色可能
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韩女士告
诉记者，在染发过程中，工作人员
直接拿出了调好的染发剂，并未
向其出示染发剂的包装和品牌，
“一般染发前，商家都会向顾客介
绍使用的产品，他们这一流程也
存在问题。”同时，韩女士表示自
己曾多次染发，从未出现过头皮
不适的情况，更别提这么严重的
过敏症状。
目前，对于此事双方各执一
词，记者也将继续予以关注。

体彩七位数
第21141期：6 3 7 9 5 9 3

体彩大乐透
第21106期：02 13 14 32 34+02 12

体彩排列5

严打非法捕捞 共护长江生态
界牌派出所连续查处两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第21247期：5 2 5 3 1

福彩双色球
第21105期:10 14 15 22 27 32+09

福彩15选5
第21247期：01 03 04 10 13

福彩3D
第21247期：1 2 1

猪肉价格坐
“滑梯”

市民餐桌
实现
“猪肉自由”
本报讯（记者 杨桐）今年
以来，猪肉价格呈现逐月下降
的趋势。部分地区目前的销售
价格甚至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水平。
在我市开发区新欣市场，
记者看到，每个摊位上的猪肉
品类多达数十种，工作人员介
绍，白条猪肉的价格已经从年
初每斤二十多元降到了目前每
斤十几元。其他猪肉品类价格
也都出现了下调。
猪肉经营户王小芳说：
“现
在就是 13 到 15 元的样子，跟年
前的价格相比，每斤相差近十
元，这个价格已经回到了 2016
年的时候。”之所以会出现这样
的降价，主要是随着稳价保供
政策的推进落实和生猪产能的
逐步恢复，今年国内猪肉市场
供大于求。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随着
猪肉价格下降，市民的采购量
也有所增加。市民刘英华一口
气买了两斤猪肉，为中秋子女
回来做备菜。
“ 马上过节，家里
肯定要买猪脚、猪肉、排骨，这
个价格，我们市民也能接受了，
便宜了很多。”刘英华说。经营
户也预测，对于即将到来的中
秋节、国庆节，猪肉的价格也不
会有大的涨幅，市民过节的餐
桌上，基本可以实现“猪肉自
由”。

图为部分非法捕捞的水产品。 记者 王国禹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虞瑜方）为推进长江生态
保卫战，严厉打击长江流域非法
捕捞违法犯罪行为，近日，界牌
派出所不断加大对辖区长江水
域的巡查力度，重拳出击，扎实
推进禁渔工作，连续查处两起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8 月 21 日下午，界牌派出所
民警在辖区长江水域开展禁渔
巡查工作。其间，在辖区柳泗巷
永红闸外侧支江处，现场抓获两
名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
嫌疑人。同时，民警现场查获数
张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渔网，以
及非法捕捞的鲈鱼、鳜鱼、甲鱼、

白鱼等水产品 5 公斤。
次日下午 4 时许，该所民警
巡逻至辖区三圩港附近时，又将
正在一闸口外长江水域进行非
法捕捞水产品的三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在现场，民警当场查获
用于非法捕捞的渔网以及非法
捕捞的水产品 0.5 公斤。
目前，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警方依
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警方表示，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
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
严重的行为。
《刑法》第三百四十
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
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警方提醒，当前正处于长江
十年禁渔期，公安机关将严厉打
击在禁渔期内违规捕捞、非法捕
捞等违法活动，希望广大市民自
觉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坚决
杜绝非法捕捞。

图片新闻

网购
“防身利器”需谨慎
倒”的手电筒页面。不过，在商
本报讯 （记者 马骏）
“带电
品详情一栏，记者注意到，相关
击功能的手电筒，你见过吗？”
近
表述中并未言及“电击”。客服
日，市民刘先生向本报记者反
人员称，这款产品具有高压脉冲
映，称其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网店
电击功能，它是目前同类产品中
售卖强光手电筒、电击手电筒等
威力较大的超高压防身器，电压
商品，
“这些是不是禁售物品，网
高达数万伏特，可在两秒钟内将
上公开售卖合法吗？消费者能
动物击晕。客服人员表示，这类
购买吗？”
刘先生是一位旅行爱好者， “防身利器”一般用于保安保卫、
女性防身、牧人驱赶牲畜等。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他一直
在另外一家网店，记者以买
宅在家中，最近，刘先生打算约
家身份进行咨询，客服人员表示
上三五好友自驾游。为了安全
，让记者加微
起见，刘先生准备在网上购买防 “平台里不方便说”
信。微信聊天中，客服人员表
身装备。在网购平台搜索的过
示，
“ 电击”在平台上是敏感词。
程中，刘先生发现网上竟然可以
当记者询问此类商品是否能正
买到强光手电，甚至带有电流的
常交易时，客服人员称，只要付
手电，这让他有些疑惑，
“这些手
钱就马上发货。那商品是否违
电外形很酷，有的上面还印有警
法？客服人员称该店售卖的产
徽。
”虽然想买，可刘先生担心会
违反法律法规，卖家却告诉他， 品和警用产品是有区别的。
对此，民警表示，网售防身
法律只对警用物品有限制规定，
器械是否属于管制器材，必须根
这种电击手电筒是防身用的，并
据实物判断。正规的警用器材
不在监管范围内。对于商家的
从生产厂家到销售终端的各个
回复，刘先生半信半疑，
“这些物
环节都有严格管控，个人不得私
品既可以防身，也可以伤害他
自生产、销售，也不能购买，只有
人，难道贴上‘防身’的标签就能
司法机关以及具有押守、护卫、
随意售卖了吗？”
保安等经营范围的单位可以购
记者登录某网购平台以“防
买使用。民警提醒，根据相关法
身”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页面
律法规，有些防身器械不能非法
出现不少相关商品，大多为强光
手电筒，还有“秒放倒”
“ 防狼” 持有，更不能随身携带，否则非
但不能自卫，还可能给自己带来
“防身”等宣传字样。在一家网
不必要的麻烦。
店，记者看到一款宣称“一秒放

★

小 信息 市场
★

中 秋 、国 庆“ 双 节 ”将
至，近期，市环卫处全员坚
守一线，全力以赴做好清扫
保洁、垃圾清运、
“ 牛皮癣”
清理等，提高城市环境卫生
质量，让市民在干净、整洁
的环境中喜迎“双节”。图
为环卫工人在丁巷三思桥
内河沿清理卫生死角。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孙书平 摄）

大 收费标准：

方便快捷 价格便宜 天天都有 欢迎预订

遗失信息
●谢德毅遗失丹阳明元房地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开 具 的 发 票 ，号
码：04017327，声明作废。
●丹阳市开发区林杰蓝色梦香酒
业批发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正
本 ：321181000201409050113，副
本 ：321181000201409050114，声
明作废。
●丹阳市市容管理中心环境卫
生管理处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

◆遗失类广告：每件100元
◆分类广告：一行13个字50元
（每个标点和数字算半个字）

今日送稿明天见报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
每天下午四点截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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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书，号码：2559738、07556314，
声明作废。
● 罗 家 彦 遗 失 出 生 证 ，编 号 ：
R320201931，声明作废。
●丹阳大陆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本 ，编 号 ：
JY13211810137014，声明作废。

出售信息
●现低价急售四牌楼学区房一套，4楼，158平方，带
合租自行车车库，中介勿扰，电话15906100826张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