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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猛涨 140倍，你家
还有这种五角钱硬币吗？快收
好！”昨天上午，年逾六旬的市民
李大妈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
则消息，之后还附上了链接。但
很快，这条链接却因为含有“潜
在的谣言或虚假信息内容”被屏
蔽了。

记者浏览发现，在热闹的微
信朋友圈里，除了代购、自拍、晒
娃，还有漫天飞舞的谣言，而大
部分谣言都来自各种公众微信
号。为了博得关注，发布的谣言
也很“赶时髦”，最近哪些主题红
火，谣言便会顺势而生“凑热
闹”。不少人经常在朋友圈里转
发谣言，其实是为了善意地“提
醒”家人、朋友。一些老年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虽然不能判
断此类微信消息的真假，但是只
要是涉及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的
文章，都会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里，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

烦恼：大清早收到奶奶
的“骚扰”微信

自从奶奶安装了微信，学会
了转发，在南京上学的大学生张
萌就再也没消停过。她经常在
早上六七点钟就收到奶奶微信
消息的“骚扰”。“鸡汤类的文章、
防诈骗的都有，大部分还是有关
食品安全的。这个不能吃，那个
有毒、致癌。”小张说，起初奶奶
给她发这类文章的时候她还看
一看，回复一句“看到了”，后来
索性连回复都不回复了，任由奶
奶转发，隔几天就会攒很多。

“微信上的东西看着都挺有
道理，反正多信点没坏处，我就
转了，给孩子们看看，希望她平
时能够多多关心身体。”市民许
阿姨说道。在采访中，几乎所有
平时经常转发这些“谣言”的中
老年人都表示，转发的目的主要
是给儿女看。

调查：中老年人缘何成
朋友圈谣言传播者

一个个显然漏洞百出的谣
言，为何能在中老年群体中流传

甚广？专家表示，老年人成为受
骗主体有精神空虚、从众心理、
家庭等多方面原因。在有关食
品安全的话题上，年轻人和中老
年人的态度有明显差异。专家
认为，中老年人普遍关注食品安
全问题，而转发这些内容的人则
是出于一种求关注、求交流的心
态，想用新奇有用的信息来与他
人产生交流。50 多岁的王女士
告诉记者，由于平时经常看到媒
体曝光食品安全问题，所以看到
疾病预防和食品安全信息就很
敏感。王女士认为，微信圈子就
是把实际生活圈子搬到了社交
平台上。在实际生活中，大家吃
饭、闲聊的时候经常会谈论食品
安全问题，在微信家庭群里，转
发食品安全的内容本身也很正
常，是家庭成员之间通过网络沟
通的一项议程，也是基于维护家
庭成员之间粘性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有不少食品安
全的谣言利用夸张、歪曲的加工
手段，模糊事实本原和全貌，假
借权威机构的名义，频繁使用

“有毒”“致癌”“致死”等刺激性
语言，愚弄公众认知。此类谣言
较难甄别，也不易取证，辟谣难
度较大。记者发现，不少中老年
人缺乏对信息的甄别能力、媒介
素养比不上年轻人，轻信微信上
的内容。“像我的父母，他们对微
信的理解跟咱的理解不一样，他
们觉得微信里的东西就像电视
里播出的东西，不会是假的。”市
民王辉告诉记者。

留心：网络谣言有“固
定格式”

据业内人士分析，朋友圈的
健康谣言大多出自营销账号之
手，其背后多为商业利益驱使。
某些营销号片面追求点击率和
关注度，有意无意地制造噱头、

编造信息。用户“随手转发”实
则是被营销账号所利用，成为谣
言传播的推手。如何在朋友圈
中鉴别谣言，避免成为营销号的
帮凶呢？业内人士提出两个办
法：一是查看信息是否为老帖，
健康谣言往往具有重复传播的
特点，一些陈年旧帖往往在改头
换面后被再次传播；另一个方法
是查看信息来源和出处，那些证
据来源不明、穿插广告、专业性
不强、数据不客观的信息，基本
可判定为谣言。此外，用户可以
对微信公众号的定位和所发内
容进行对比，比如房地产商转发
医学问题，显然就不如权威认证
的医疗账号来得可靠。

连日来，记者浏览多条食
品安全谣言，发现其中能够找
出一定的规律。记者总结了谣
言的四种主要格式，市民们一
旦看到这种形式的标题，可得
小心别被“忽悠”了。第一种
是标题中强调“紧急扩散、紧
急通知”，第二种是以“太可怕
了，太恐怖了”开头，渲染食
品安全问题的可怕，赢取转
发，第三种是“求扩散”、“转
发可……”，用“诚恳”的语气
获取人们的认同，第四种则是

“傍大款”方式，为了提高可信
度，经常会伴有“央视报道”
的截图等。其实，中老年人使
用朋友圈向往的是一种存在感
和认同感，他们希望被关注，
重视健康，又渴望保护子女，
这也是他们喜欢刷这类消息的
原因。心理专家建议，小辈平
时应多和长辈交流，关心他们
的身心健康，并教他们一些基
本的辨别谣言的技能，如留意
发布微信的账号是否有认证，
是否为权威媒体或医院公众号
等。同时，也可常常将辟谣信
息转发给父母长辈看。（马骏）

原想善意提醒亲人、朋友，无奈缺乏信息甄别能力，中老年人微信朋友圈往
往会“传谣”——

食品安全谣言居多且有“固定格式

影楼套餐迷人眼
定后想退有点难

本报讯 近日，市民马女士
致电本报民生热线 86983119
称，自己定的宝宝摄影套餐不
想要了，准备退掉，没想到却犯
了难。“推销的时候说得多好多
优惠，实际感觉不值的时候，想
退就难了！”马女士说道。

据了解，马女士在人民医
院生下孩子后，就有自称是某儿
童摄影店的工作人员前来推销，
并为马女士的孩子拍了一张免
费照。之后，摄影店工作人员将
拍好的照片送至马女士家中，并
再次向马女士推销宝宝百日照，
在工作人员的推荐下，马女士定
了一套300元的套餐。后来，马
女士带孩子去拍了百日照。因
为300元的套餐只有18张底片，
看着一张张经过处理的照片，马
女士犯了愁。这时，店内工作人
员又向其推荐宝宝周岁照套餐，
并表示订了该套餐后，此次的底
片可以全部送给马女士。最终，
在工作人员的一再推荐下，马女
士又定了 1900元的优惠套餐。

“当时听着感觉不错，又享受了
活动优惠价，于是就定下来了。”
马女士告诉记者，回到家后她就
觉得这个套餐并不值这么多钱，
于是第二天就找到店家想退，可
是店家不肯，说是费用已交到总
部，系统无法更改。

记者也与此儿童摄影机构
取得了联系，负责人回应称，与
马女士定下这个套餐时，双方
是签了字确认过的，而且赠送
的照片正处于制作过程中，中
途突然提出不要了，很难进行
处理。

最后，马女士向消协反映
了情况，几经协商，店家最终同
意了马女士退掉套餐的要求，
扣除了一定的违约金后，将剩
下的钱退还给了马女士。至
此，马女士因为这件事耗费了
约 10天的时间，她提醒广大消
费者，现在宝贝摄影套餐繁多，
千万别被迷了眼。

（张敏）ADD/丹阳市丹凤南路175号
TEL/189528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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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物价局 主办

为了保障我市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市物价局主
动作为，关注商品房价格走
势，规范商品房销售价格行
为，合理引导预期。

今年以来，物价局对天颐
城、名都花园、聚福苑、荣城国
际等小区新建商品房的申报
价格进行了备案，累计备案普
通住宅商品房面积 535284.252
平方米，普通住宅商品房备案
平均价格为 8680 元/平方米。
为更好地规范商品房价格行
为，在完成备案的同时，物价

局与 12 家商品房销售企业签
订了《价格诚信承诺书》，确保
商品房销售企业在销售过程
中严格遵行备案制度。消费
者在购房过程中，如果发现销
售企业有不正当价格行为，可
以拨打“12358”进行投诉。

（冯智超）

市物价局出台“重大价格行政决策法制审核制度”
为规范重大价格行政决策程

序，保证作出的价格行政决策合
法、有效，市物价局在市法制办的
指导下，根据《江苏省行政程序规
定》，结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定了《丹阳市物价局重大价格行政
决策法制审核制度》。文件对法制
审核的事项、法制审核所需的材
料、法制审核的内容作出了具体规
定。

首先，文件规定物价局在作出
重大价格行政决策前要进行法制
审核，法制审核的重大价格行政决
策事项包括：（一）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和上级价格部门中心工作
的部署和实施；（二）涉及我市价格
改革和发展的重大事项；（三）涉及
政府规范文件的草拟及我局重要
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修改和实施；
（四）其他重大价格行政决策事项。

其次，文件规定承办重大价格
行政决策的科室向局审议会议提
交重大价格行政决策事项前，应向
局法制科室提交的材料包括：（一）
决策事项的方案及其说明；（二）决
策事项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以及
上级价格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三）决策事项的公众参与、听证、
专家论证等情况；（四）决策事项的
风险评估报告；（五）法制审核所需
的其他资料。

同时，文件对法制科室审核的
主要内容也作出了相关规定：（一）
决策事项是否符合法定职权；（二）
决策过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三）
决策内容是否合法。

文件最后还强调，重大价格行
政决策未经局法制科室进行合法
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
交局集体审议会议讨论并作出决
策。（冯智超 徐桂荣）

市物价局加强商品房价格行为管理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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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11月20日电 把
证放到药店，按月就能领取一两千
元租金；有专门的租赁网站提供租
证交易，甚至衍生出大批只为“租
证”而考证的人群……国家规定，
新开药店必须配备执业药师，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相关部门加大
监管力度，但当前很多药店只见证
件不见人的“影子药师”现象依然
存在，且形成了一条药师租证、药
店用证、专业网站牵线搭桥的黑色
产业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影子药
师”在一些地方的盛行，严重影响
患者的用药安全，亟须加强监管。

乱象多多：靠租证月入千元、
发达地区可翻番

于敏（化名）是江西南昌一家
药店的负责人。在药店每月的支
出成本里，除了要交付房租，还要
付给一名妇产科医生1200多元的

“租证费”。“医生平时不用到岗，只
需开业和监管部门检查时露露
面。”于敏说。

药店租用执业药师证开业、药
师“挂证”不在岗，这在业内已是公
开秘密。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网
站、论坛和QQ群，有关租赁和挂

靠药师证的信息有很多，记者在一
家搜索网站输入“药师证挂靠多少
钱”，得到200多万个搜索结果。

甚至有专门网站提供租赁业
务。记者登录一个所谓“聘证”的
网站，发现只需简单注册就能在其

“人才库”中联系到药师，也可以发
布“聘证”信息，等待药师“应聘”。

记者联系到江西上饶一位王
姓执业药师，对方很直接地告诉记
者，不能做全职药师。“如需到药店
要提前打招呼，因为要向医院请
假。”谈到“租证”的价格则直言：

“以前在南昌也租过，就按市场价
800~1000元/月。”

江西某高校一名考取了执业
药师证的在读博士生告诉记者，租
金的高低和当地的工资水平、风险
高低成正比，他的一个同学把证租
给广东地区的药店，相对南昌每月
1000多元的行情要翻一番。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执业药师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震说，药店

“租证”在全国各地均不同程度存
在。我国现有连锁药店和单体药
店总计45万家左右，而根据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
资格认证中心数据，截至2017年9
月30日，注册于药房的执业药师
35万余人，这意味着还难以实现每

家药店至少配备一名执业药师。
“注册的药师是否全部在岗也

存疑，根据我对一些熟悉的连锁药
店的了解，有的仅有四分之一的门
店有执业药师全职在岗。”一名执
业药师认证专家说。

隐患重重：患者买药有时就
靠销售“一张嘴”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
一百二十八条和第一百四十条明
确要求，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配备执业药师，负责处方审核，
指导合理用药。处方审核岗位的
职责不得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
行。

记者随机走访南昌红谷滩新
区6家药店，有4家执业药师均不
在岗，“去开会了”“停车去了”“出
去谈事了”……有两家药店，柜台
上放着“药师不在岗，停止销售处
方药和甲类非处方药”牌子，但处
方药照卖不误，也不向患者索取
处方。

“销售员当药师，有时感冒药
也能吃死人。”一位药学研究人员
告诉记者，因执业药师缺位致残
致亡的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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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河南
籍务工人员马某某感冒发烧，家
人为他在药店购买感冒药，销售
人员没有从医资格，在没有任何
处方情形下，私自售卖处方药，并
和禁忌药包装成口服药剂量销
售，马某某服药后死亡。司法鉴
定认定，马某某因急性过敏反应
导致死亡。法院审理认为，工作
人员李某某不具备药剂师资格，
不应根据客人陈述而自行配药并
拆分出售，应对马某某的死亡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判定药店支
付马某某家属赔偿款48万余元。

药店药师的缺位，还可能加
剧抗生素的滥用。南昌大学药学
院副院长夏春华说，以当下最常
见的病毒性感冒为例，大部分患
者原本无需使用抗生素，然而，药
店导购经常推荐阿莫西林、头孢
等，可能不对症，还容易导致细菌
耐药。“这意味着患者真正需要
时，这些救命药可能失效。”

法网恢恢：治理“租证”乱象
还需开对“方子”

针对当前租证乱象，相关部
门今年加大了监管力度，人社部
就明确要求，要明确监管责任，加

强联合抽查，启动追责。
全国多省份均出台政策加以

整治。有的推行黑名单制度，将
挂名和虚聘的执证药师纳入黑名
单；有的鼓励内部员工举报，最高
可获50万元奖励。

专家同时指出，加强事后监
管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要找
对“药方”，从根本上解决租证顽
疾。

记者调查发现，“租证”乱象
的背后，一方面是药师不愿去，一
方面是药店出于成本考虑，也不
愿聘请全职执业药师。在江西九
江，一个全职执业药师月薪要四
五千元，而“租证”只要一千元左
右。

“租证问题的核心在于药店
的定位出现偏差，本应是提供社
会公共医疗服务的场所，现在变
成了商业的卖场。”康震说，定位
偏差导致药店没有足够的处方可
供调配，收入主要依靠推销非处
方药品、保健品维持生存，没有财
力请得起全职执业药师。

夏春华也建议，需各级政府
在社会保障体系中进一步明确社
会药房的定位。同时还应加强立
法，规范执业药师的责任与权利。

专门网站牵线 靠租证月入千元
——药店药师证租赁黑色产业链调查

根据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丹阳市财政局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的通
知》（丹人社发[2016]113号）文件的精神，对全市符合条件的
企业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总额的
50%给予补贴（其中，企业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不含
补缴的历史欠费）。办理时间为 2017年 10月。详情见http:
www.dyrs.jov.cn.

经审核确定，2017年 10月符合补贴条件的企业共计 95
家，现将95家企业名单公示如下。

丹阳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监督电话：86926811

公 示

1 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 210496.09
2 江苏珠光实业总公司 4443.38
3 丹阳福沃农机有限公司 599.25
4 江苏彤明高科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112684.50
5 江苏大亚印务有限公司 118506.62
6 丹阳新城吾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6511.59
7 丹阳大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7890.37
8 江苏欣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2947.63
9 江苏同力机械有限公司 126798.75
10 江苏万新光学有限公司 343937.63
11 丹阳市卫东化工有限公司 3716.63
12 丹阳液力机械有限公司 19271.63
13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869.59
14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88152.67
15 江苏新光明化工塑料有限公司 13974.00
16 丹阳市联铖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5820.38
17 江苏林兴光学有限公司 11468.63
18 江苏美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227.50
19 丹阳市陵口镇天百莉鞋厂 261.38
20 丹阳市镇村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24512.17
21 大赛璐安全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435895.84
22 江苏沃得植保机械有限公司 101910.75
23 江苏沃得家俬有限公司 119920.13
24 丹阳盛昌纺织有限公司 16628.89
25 丹阳苏欣农机有限公司 1973.13
26 镇江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 9261.25
27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九） 3071.50
28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禹湉服饰店） 1931.63
29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七） 5699.25
30 丹阳市佳飞亚机械有限公司 12565.13
31 丹阳市凯林化工有限公司 5361.38
32 江苏鸿业重工有限公司 27584.63

33 丹阳市曙光镍材有限公司 4628.25
34 丹阳市日强化工有限公司 2014.50
35 江苏润基建材有限公司 8772.00
36 丹阳市科达涂料有限公司 2798.63
37 丹阳市南洋电阻丝厂 3621.00
38 丹阳市吕城塑料五金厂 784.13
39 丹阳市吕城影剧院 2091.00
40 丹阳市兴华机械有限公司 3487.13
41 丹阳市东华电工材料厂 2091.00
42 镇江视程影视有限公司 6636.38
43 丹阳市抗旱排涝工程处 3028.84
44 丹阳市陵口镇振兴皮鞋厂 1402.50
45 丹阳市蓝珊皮鞋厂 229.50
46 丹阳市车船装饰件有限公司 46926.38
47 丹阳市陵口镇东亚皮鞋厂 261.38
48 丹阳市跃辉鞋材有限公司 1829.63
49 丹阳市陵口镇蔓菲妮皮鞋厂 497.25
50 江苏申阳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76659.38
51 丹阳市通达电器厂 2091.00
52 江苏大亚滤嘴材料有限公司 95869.52
53 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1 8950.50
54 丹阳普惠工程造价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8011.00
55 江苏鑫丰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8655.63
56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三） 42712.50
57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四） 27166.63
58 丹阳市宏天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十一） 10703.63
59 丹阳市丹升纺织有限公司 13505.06
60 丹阳市深港光学器材厂 1045.50
61 丹阳市信力合金有限公司 5253.00
62 镇江万新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88695.38
63 江苏顺发电器有限公司 66854.63
64 丹阳市美尔鑫化工有限公司 2805.00

65 江苏新航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2467.13
66 丹阳市君康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10506.00
67 丹阳市瑞禹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4736.63
68 镇江欧尚超市有限公司丹阳金陵西路店 48987.50
69 丹阳市大华实业有限公司 8823.00
70 江苏天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3597.88
71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丹阳市供电公司 514631.84
72 丹阳中润农电有限公司 403932.94
73 江苏美诗整体家居有限公司 38776.50
74 丹阳市捷达机械有限公司 3984.38
75 江苏信轮美合金发展有限公司 11092.50
76 丹阳市众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240.25
77 丹阳市唐宋酒业有限公司 4277.63
78 江苏东方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 37478.63
79 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197162.45
80 新天鸿光学有限公司 51751.85
81 江苏畅通车业发展有限公司 43898.25
82 镇江市奥克拉塑料有限公司 1045.50
83 丹阳市可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5529.50
84 江苏安得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5130.25
85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丹阳置业分公司 18037.94
86 丹阳市美丽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1517.25
87 江苏海怡利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568.25
88 丹阳市饮食服务总公司 2530.63
89 丹阳市昕昕光电有限公司 1829.63
90 丹阳市正平电热材料有限公司 2683.88
91 江苏永兴伟业有限公司 13049.63
92 丹阳市五彩光学眼镜有限公司 2008.13
93 丹阳市华顺服装有限公司 5801.25
94 丹阳市天威电热材料有限公司 2091.00
95 江苏秦业车灯有限公司 6324.00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定企业稳岗补贴金额（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定企业稳岗补贴金额（元） 序号 企业名称 核定企业稳岗补贴金额（元）

丹阳市企业稳定岗位补贴审核发放汇总表 (10月份)

一、根据丹人社发[2017]146 号
文件精神，现将 2018年度灵活就业
人员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以及个人缴纳大病金的标
准公布如下：

1、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 588 元/月，
7056元/年。

2、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最低 4174.8元/年（含大
病金）。

3、职工医保退休人员个人（无单位缴纳）大病
金：73.2元/年。

二、灵活就业人员2017年度缴纳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最低缴费标准为 545元/月（6540元/年）；
补缴 2017年之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低缴
费标准仍按 510 元/月执行。最迟缴费日期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逾期未缴纳的补缴将按 2018年
缴费标准缴费。

三、2018年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预

缴、续缴工作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
起，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31日，逾
期未缴纳的作断保处理(六个月的
等待期)。2018 年灵活就业人员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续缴工作于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截止日期为2018年12月31日，逾期未缴纳的将
按下一年度缴费标准缴纳。

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本地与外地
重复参保缴费的，不累计计算缴费年限，不能重复
享受社保待遇。

五、为方便参保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本着就
近原则，参保人持本人二代身份证或户口簿、社保
卡到我市辖区内农商银行或建设银行各网点缴费，
社保中心大厅不再受理正常个人续缴养老、医保业
务。

请各参保人员相互转告，谢谢合作！
丹阳市社会保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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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