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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股情预报、更多金股详见丹阳日报股点子微信公众号

酩醇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二环路679号
服务专线：0511—86566179 15906109979

扫微信 猜指数 拿酩酒
获奖方式：每日14:30之前，预测当日A股大盘收
盘指数，并发送至右方微信公众号，猜对即可获
得价值185元的卡斯特红酒一瓶。

今日股市

仅供参考

明日3120关前蓄势，
回踩站稳3093可加仓

东莞控股 11.46买入 周持
ST墨龙 4.55买入 周持
铁流股份 34.9买入 短线

新华社“向阳红09”船5月
25 日电 “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 25 日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找
到一年前因特殊情况留在了
6300米大洋深处的采水器，“大
海捞针”的故事变为现实。

“在距离水面 6300米的大洋
深处，成功回收在深海停留了一
年的Gas-tight采水器（气密性保
压序列采水器），这在国际上也
是罕见的，充分体现了‘蛟龙
’号的精确作业能力、潜航员

的驾驶水平和各方面配合的默
契。同时，已经在海底保存了
一年的水样，与这次采集的水
样正好可以对比研究。”刚从深
海回到船上的本航段首席科学
家彭晓彤说。

据参与了去年采水器布放
的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高级
工程师高翔介绍，去年进行的
中国大洋37航次第二航段，“蛟
龙”号 118潜次和 120潜次在马

里亚纳海沟成功布放和回收过
这种类型的采水器。当第 122潜
次再次布放采水器，拟于该航
段最后一个潜次——123潜次进
行回收时，受当时台风生成影
响，潜次临时取消并返航。

“时隔一年，能否顺利找到
充满了未知，因为‘蛟龙’号
的超短基线定位系统的精度误
差据测算为 40 米左右，而‘蛟
龙’号的水下可视范围仅 8-10
米；海底地形全是沉积物，没
有方向感。不过，与我们设想
的差别不大，经过个把小时的
寻找，终于如愿以偿。”本潜次
潜航员傅文韬说。

下潜之前，为找到这个采
水器，本航段现场指挥部对潜
次的方案设计和实施做了精心
布置，下潜团队对上次布放作
业视频潜水器数据和舱内记录
进行了仔细研究，潜水器母船

“向阳红 09”船严格按方案操
船，水面技术团队和海底潜航
员密切配合，克服了水声通讯
和定位系统不畅的困难，从大
洋 深 处 终 于 将 采 水 器 这 根

“针”捞了回来。
本航段现场总指挥邬长斌

说，“蛟龙”号能够在 6300米的
大深度顺利找到并回收一年前
布放的科学设备，创造了世界
载人深潜的新纪录，验证了

“蛟龙”号大深度定点搜寻的能
力。同时，也充分显示潜航员
操作水平日益精湛。

本次下潜是中国大洋 38 航
次第三航段“蛟龙”号的第2次
下潜，也是继5月23日在世界最
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进行今年首
潜后的第二次下潜，最大潜深
6300 米，带回了一些水体、沉
积物和岩石样品。

大海捞“针”，“蛟龙”号成功找回
一年前“丢”在6300米深海的采水器

多数机构和人员缺乏资质
安全事故频发
——养生保健机构乱象调查

拔罐烫伤、熏蒸送命，养生保健事故频发
今年4月，山东济南的石女

士花了 8800 元在一家养生馆购
买了拔罐排毒的理疗服务，一个
疗程8至15天，一天三次，每次
40 分钟。如此高频率的拔罐让
石女士痛苦不堪。从第 4 天起，
石女士开始发烧，背部因拔罐出
现脓肿。而养生馆工作人员称这
一过程正是在排毒，发烧也有利
于排出毒素。第9天，石女士因
昏迷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其
背部因拔罐出现二度烫伤，需住
院治疗。

北京的胡女士3月在一家健
康瘦身馆接受药物熏蒸，一个多
小时后出现恶心、呕吐等情况，
但工作人员称没有大碍。此后，
胡女士不良反应加剧，虽然经过
半年多的治疗，但最终身亡。经
医院诊断，胡女士存在脑干损
伤、热射症、横纹肌溶解症等症
状。住院病历记载损伤、中毒的
外部原因为“原因不明的熏蒸剂
中毒”以及“原因不明的暴露于
热液和热汽化物下”。

中国中医科学院副主任医
师、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
业委员会副会长王敬表示，虽然
刮痧、拔罐安全系数较高，但操
作上仍具有专业性。“济南石女
士烫伤事故的问题就出在拔罐过
密、时间过长。凡事要掌握度，

天天拔罐刮痧，肯定要出问
题。”他说。

记者走访多家美容美体机
构，发现多数都有用拔罐、艾
灸、刮痧、热敷砭石等中医保健
手段配合精油按摩类的养生项
目。在昆明北市区一居民楼内的
美容养生馆，记者称颈椎不适，
店员随便捏揉了几下就断定记者
有严重的颈椎病，需及早治疗，
并推荐记者购买包括推拿、艾灸
和中药面膜的理疗套餐。

“在医院给病人做推拿前，
医生会先诊断再治疗。而在养生
馆，技师往往没多少医学常识，
客人哪里不适就按哪里，很容易
出现危险。比如推拿不当会导致
颈椎骨折甚至瘫痪，背痛有可能
是由冠心病或心绞痛导致，推拿
不当也会有生命危险。”云南省
中医医院院长助理、推拿科主任
王春林说。

昆明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姜
莉云说，今年以来因拔罐不当导
致烫伤、针刺不当导致气胸、推
拿不当导致骨折、消毒不严导致
皮肤病的患者较过去大有增加。

根据统计，2016 年全国消
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卫生保健服
务类投诉 2725 件，而 2015 年是
516件，其中不少是关于养生保
健的投诉。

中医养生渐成热潮，到养生馆、美容美体
馆等机构刮痧、拔罐、艾灸等成为流行的养生
保健方式。“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相当
多养生保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具备从事保健服
务的资质，由于缺乏服务技术标准和规范，养
生“养出”伤病甚至死亡的事件时有发生。

“注册成什么都可以干养生保健”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各类

打着“中医养生”旗号的养生馆、
美容美体馆遍地开花。不少店
面营业执照中只有美容美发或
健身洗浴服务，却做着“跨界”业
务：足疗店里做推拿、刮痧；美容
店可艾灸、拔罐、中医理疗。

一些养生馆打出的宣传广告
让人瞠目：“腋下淋巴排毒可以养
颜、防癌”“农历五月的九毒日是
一年中最毒的时候，瑶药泡澡排
毒效果事半功倍”“端午排毒，一
生是福”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2016
年印发的《国家中医药局关于促
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
导意见》中要求，中医养生保健机
构不得以涉及中医药预防、保健、
养生、健康咨询等为名或假借中
医理论和术语开展虚假宣传，不
得宣传治疗作用。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养生保
健机构是“谁都能开”，“不管注册
成什么都可以干养生保健，注册
公司就去工商局批，注册为盲人
按摩就去残联批，注册为研究院
等社会团体就去民政局批。批

下来之后，只要不出事，民不举官
不究。”

在北京一条几百米长的街
上，实际从事养生保健的机构有
20余家，但工商注册经营范围与
实际经营项目相符的仅3家。

一位业内专家说，根本无法
查清养生保健机构的总数，“注册
的经营项目和实际从事业务不
相符的太多了，有的工商注册是
咨询服务机构也在干养生保健。”
王春林告诉记者，昆明从事中医
养生的门店至少上百家，“我去过
一些店，大多是无医师资格证、无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无卫生
基本保障的‘三无’小店。”

这些本就没有资质的养生机
构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也是没
有资质的。上来就给客人“号
脉”，女士往往“气血不足”，男士
多是“肝肾阴虚”，治疗方法都是
推拿、艾灸、拔火罐、刮痧等。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
关规定，中医健康状态辨识与评
估类服务应由中医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技
术服务岗位人员应取得有关主

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开展的
服务范围应与取得的资质相一
致，同时应持健康合格证上岗。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台港澳
中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主任杨金
生表示，2015年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增加了保健调理师，2016年12
月，人社部公示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清单，确定“保健调理师”是唯
一一个保健类职业。

据了解，考取这一证书的约
150万人，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从业人员超过一千万。北京开
展的一项调查显示，真正接受过
正规培训考取职业资格的人很
少，56.25％的从业者仅通过内部
培训就直接上岗。

姜莉云表示，有些养生馆的
“技师”虽有各式各样的专业技术
资格证，但在医疗上都是不予认
可的。北京一家美容美体馆的
店员告诉记者，入职时会接受公
司培训，培训优秀者可以拿到美
容师资格证，并没有相关的保健
类资格证，但刮痧、拔罐等都可以
干。

亟须明确监管主体制定规范标准
云南省卫计委副主任、中

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认为，利
益驱动、监管缺位、标准缺失，
以及错误的养生观都是乱象的
原因。

据记者了解，绝大多数养
生机构处于监管盲区。云南省
卫计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卫
计委主要管医院和有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单位，对这些非
医疗机构的养生馆没有执法与
处罚权；工商部门主要负责企
业主体资格审核、经营行为规
范及消费纠纷查处，很难对其
经营项目的专业性有效监管；

而馆内的保健品药品归食药监
部门管，但也不是所有养生馆
都出售药品。

“看似谁都能管，但其实谁都
没法真正管。往往是出问题了，
才由卫计委联合工商、食药监等
部门联合行动，但多部门执法还
没有完善的机制，协调起来存在
困难。”这位工作人员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医药国情
调研组组长陈其广表示，治理中
医养生馆乱象首先要明确监管
主体，其次要围绕中医养生保健
出台一系列规范标准。

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

悉，该局已于近日组织专家，对制
定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规范、服务
人员规范、服务规范、技术规范等
进行研讨，在7月1日中医药法正
式施行后，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法
规的制定工作。

北京中医药养生保健协会常
务副会长赖南沙说，北京市中医
药养生保健行业自律准则已完
成意见征求即将下发，会员企业
将按照养生保健机构管理规范
进行自律。下一步，协会还将借
鉴食药监部门对餐饮企业的评
星模式，对养生保健机构进行等
级评定的行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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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4 日晚上 9 时许，
丹金路和庆丰路路口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一辆小轿车撞倒一辆
电动车和一辆自行车，电动车和
自行车驾驶人倒地不起，而轿车
驾驶人却不闻不问，匆忙驾车逃
离现场。接到报警后，交警大队
横塘中队民警迅速赶赴现场，连
夜开展侦破工作。截至 25日早
晨，迫于压力，肇事驾驶员到横
塘中队投案自首。

当晚 9时 19分许，交警大队
横塘中队接到 110指令：丹金路
和庆丰路路口发生多辆车相撞
的交通事故，有人受伤。接警
后，横塘中队快速出警赶赴现
场。民警调查发现，事故发生
后，肇事车辆已经逃离现场，有
两名年轻男子受伤，路面倒着一
辆电动车和一辆自行车。随即，

民警协助120医护人员将两名伤
者送往医院治疗。

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为
了及时破案，横塘中队高度重
视，连夜召集全体民警、辅警，放
弃休息时间，成立破案小组。经
过现场调查和勘察，同时调取周
边监控录像，民警发现肇事车辆
为一辆牌照尾数为“160”的黑色
轿车。事故发生后，轿车司机驾
车向市区方向逃窜，并沿途规避
路面监控。由于符合特征的车
辆全市有数千辆，加上无目击证
人，这给案子的侦破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

为抓住逃逸案件黄金侦破
时间，专案组反复研究，重新调
整破案思路，扩大调查范围，广
泛发动群众。功夫不负有心人，
当晚11时许，专案组在云阳街道

辽近场村发现肇事车辆。通过
运用交管业务平台，民警迅速查
询到肇事司机为姜某，家住华南
某小区。

于是，民警连夜赶赴肇事者
家中实施抓捕。然而，事发后，
姜某因害怕担责，并不在家中且
手机关机。民警便找到姜某家
人，耐心地开展劝导工作。第二
天早晨，肇事者姜某迫于压力，
在其家属的陪同下向交警部门
投案自首。

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两
名伤者一名20岁，一名24岁，均
为教舞蹈的老师。当晚，经医院
及时救治，两人已无生命危险。

（王国禹 交轩）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

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该

规定是对交通事故逃逸人员行

政方面的制裁，其将被吊销驾照

且终生不能再取得，且不论其造

成的交通事故后果大小。若行

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

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

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

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

的，则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

伤害罪定罪处罚。

在此，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

驶人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应

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

者并迅速报警，千万不要选择逃

逸，否则，将会受到更加严厉的

法律制裁。

本报讯 随着夏天的到来，
为了避免白皙、细嫩的皮肤被晒
伤，很多年轻女子总爱在电动车
上擅自安装一把遮阳伞。可你
是否知道，在电动车上安装遮阳
伞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25 日
下午 1时许，在司徒眼镜工业园
上班的谭女士骑电动车经过老
312 国道建材市场附近时，由于

拐弯时遮阳伞挡住了视线，不慎
摔倒受伤。事后，多亏一名途经
现场的好心司机将其送医。

前几天，为避免烈日暴晒，
谭女士特意到家门口附近一家
电动车维修店，请师傅在她的电
动车龙头上安装了一把遮阳
伞。当天下午 1时许，她骑着电
动车从村口出来，正准备拐上老

312 国道时，因遮阳伞挡住右侧
视线，没有注意到旁边疾速驶来
的电动三轮车，在避让时不慎连
人带车摔倒在路边。右膝盖碰
在路牙上后，划了好几厘米长的
口子，当即鲜血直流，且无法动
弹。就在谭女士痛苦地掏出手
机，准备和家人联系时，一名路
过的司机看到了这一严重情
况。该司机赶忙下车将谭女士
小心翼翼地扶到后座，并将电动
车锁好暂放在附近一小店，然后
将她送到市人民医院治疗。

经医生诊断，谭女士除皮肤
划伤外，其膝盖还发生骨裂。很
快，谭女士的丈夫匆匆赶到医院

向该司机表示了感谢。
在此，交警提醒市民，电动

车加装遮阳伞，改变了电动车的
外形，这是违反相关规定的。并
且，在电动车上安装遮阳伞后，
行驶过程中阻力会增大，若遇到
大风或者大型车辆经过等高速
气流，由于伞的面积过大，电动
车就会左右摆动，导致车辆失去
重心，发生侧翻，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此外，一些面积比较大的
遮阳伞，既遮挡骑车人的视线，
也极易刮蹭行人和其他车辆，并
限制了驾驶人跳车脱险的空
间。为了生命安全，请不要在电
动车上安装遮阳伞。（王国禹）

本报讯 日前，云阳街道
大圣村西河头村的五保户王
锁连致电本报反映，因其房屋
是危房，几年前村委会将房屋
拆除后重建，可至今建好已经
两年，却一直都无法入住。

接到反映后，记者来到西
河头村，在现场看到，王锁连
重建后的房屋虽然只有十几
平米，但已经是钢筋混凝土结
构，不再是危房，可以安心入
住。但王锁连告诉记者，房屋
四周仍是坑洼的土路，下雨天
路滑难行，稍不留神还容易踩
进旁边的沟里，这让年迈的他
感到十分不便。

记者采访得知，王锁连的
房子中已经通电，但没有通
水。据了解，王锁连虽然身体
不好，但仍旧自己摆摊修自行
车，因为下雨就会淹水，重建
的房子还不能入住，王锁连现
在每月还要花钱租房，这让他
的生活更加拮据。

“我希望能帮我把房子四
周整平，下雨不要积水，把水
电帮忙接好，方便我进去就行
了。”王锁连对记者说道。

为此，记者联系了大圣村
委会，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王
锁连的房屋重建工程并没有
完全结束，施工人员仍在对其
房屋进行装修，而对于房屋周
边的道路环境他们也会加以
重视，并进行改造，让王锁连
尽快入住。 （李潇）

文明规范地停放车
辆，是营造城市良好交通
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23
日，凤美新村社区针对小
区内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等现象，通过在停
车位前划文明停车引导线
等，倡导居民文明停车。
（王国禹 刘翠萍 摄）

女子“撑伞”骑车摔伤 幸遇热心司机救助

男子驾车撞倒两人后趁夜逃逸
次日早晨迫于压力投案自首

【相关链接】

图片新闻

房屋建好两年
为何仍不能入住？

优惠费率

12期
24期
36期
48期

一次性收取手续费
优惠费率
4.5%
8.5%
12.5%
16%

分期收取手续费
优惠费率
0.39%
0.37%
0.35%
0.34%

优惠费率

12期
24期
36期

一次性收取手续费
优惠费率
5.0%
9.0%

12.00%

分期收取手续费
优惠费率
0.43%/期
0.40%/期
0.37%/期

汽车分期所需材料：工作证明（需提供6个月工资流水）

装修分期让您不再为家装资金犯愁，年龄在18-60周岁，有稳定
工作，信用良好，即可申请。

装修分期所需材料：
1、收入证明（需提供6个月工资流水） 2、房产证明

汽车分期

热线兴业：95561 在线兴业：www.cib.com.cn 无线兴业：wap.cib.com.cn

咨询电话：李经理15252931858
0511-86999912 86999926

营业地址：丹阳市新民西路279号

汽车分期率

装修分期 让家更美！

零首付 免抵押免担保 无需指定装修
○首付30%

○不分本地外地户籍

○不指定4S店

梦想提前照进现实

把爱车带回家！

丹阳支行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二院乳腺病诊治中心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乳腺微创手术 ：不缝合、不留疤
健康热线：86982620 联系人：陈小燕（乳腺科主任）

高邮咸鸭蛋高邮咸鸭蛋

丹阳总经销：丹阳市绣都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团购热线：86026998 13337766761
地址：华阳路花鸟市场内4-6号

江苏省著名商标 江苏名牌农产品

中华老字号

系列礼盒粽子系列礼盒粽子
真空粽真空粽子子牌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