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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12 月 20日 10kV 永祥 125

线路（全线：解家东、李家桥、庙
头、五一、上石桥、王祥、济德蒋
家、南分、永祥庄、中心西路、江
苏呈飞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一带）08：00-11：00。

备忘录

一、因管道碰接，12月 20日
21:00至次日凌晨 5:00，水岸春天
小区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该
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
解！

二、因管道碰接，12月 20日
21:00至次日凌晨 6:00，锦湖路和
西环路两侧、东湖新村、锦湖新村
北区、练湖 1队、练湖医院、锦泰
园小区、霞庄村、居安村、晓庄村
区域用户停水（雨天顺延），请该
片区用户做好储水准备，敬请谅
解！

停水通知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
《2018保健品行业消费数据报告》
并发布消费警示称，微商所销售
的保健品多数质量堪忧且无保
障。

《2018保健品行业消费数据
报告》披露，消费维权新媒体联盟
平台一年来共接受保健品行业有
效投诉量950件，涉及金额近178
万元。根据投诉性质分析，广告、
售后服务、质量问题是引发投诉
的主要原因，占投诉总量的79%
以上。

许多消费者反映，每次打开
微信朋友圈，都能看到许多产品
推销信息，化妆品、衣服、减肥产
品等不一而足，然而通过微商购
买产品后，发现是假货或检查出

产品有质量问题，维权难度非常
大。

网购保健品售后难度大

中消协介绍，有消费者在名
为俏颜减肥养生店的网店购买了
减肥产品，食用后出现严重不良
反应。卖家以要求其提供健康证
明和使用后的体检报告的方式，
给消费者索赔设置障碍。同时，
很多消费者发现购买的保健食品
为假品牌，没有国药准字生产批
号，不符合国家强制生产标准和
使用标准，或者店铺疑似假冒未
授权品牌商。

专家称，网购保健品首先要
注意保健食品专用标识，正规的

保健食品会在产品的外包装盒上
有天蓝色、形如“蓝帽子”的保健
食品专用标志。要选择正规的
B2C商城，选准官方授权网站，可
要求卖家出示相关证明，同时详
细了解该产品的防伪标识。注意
产品产地，进口产品要有检验检
疫标识。如果消费者一时没有识
别清楚，要及时保存证据，包括购
物凭证、快递清单、产品包装、收
据等。

推销老年保健品套路多

中消协还披露了保健品行业
另一大“顽疾”——部分店铺以提
供免费保健服务、名医义诊、观看
养生视频、讲座、送小礼品等形

式，诱导老年人高价购买保健品，
同时还让消费者邀请亲朋好友购
买远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并用
送仪器或者代理价等形式，变相
赚取“人头费”。

对此，专家表示，保健食品不
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使用，患者
必须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慎重
选择，以免延误病情。如购买保
健食品，须认准保健食品标志和
批准文号。在选择购物场所时要
提高警惕，增强辨识能力，务必到
证照齐全的商场或超市购买保健
品，不要光顾无证照的经营场所，
不要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概念，
不要相信某些保健食品宣传中
所谓的治疗效果。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今日上映7部影片：
喜剧、剧情电影《无名之

辈》；杰森·莫玛、艾梅柏·希
尔德主演动作、冒险、奇幻、
科幻电影《海王》；秦岚、日高
法子主演动画、家庭、奇幻电
影《龙猫》；阿克谢·库玛尔、
拉迪卡·艾普特主演剧情、爱
情、喜剧电影《印度合伙人》；
悬疑、犯罪、剧情电影《网络
谜踪》；动画、喜剧、家庭、奇
幻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动
作、科幻、惊悚电影《毒液：致
命守护者》。

全 球 最 先 进 的 RealD
3D，就在卢米埃影城！卢米
埃影城免费提供 3D 框架、
夹片眼镜！

手机下载卢米埃官方
APP，最低票价提前选座。
影讯活动可关注微信订阅
号：卢米埃丹阳金鹰影城。

今日上映6部影片：
秦岚、日高法子主演动

画、家庭、奇幻电影《龙猫》；
阿克谢·库玛尔、拉迪卡·艾
普特主演剧情、爱情、喜剧电
影《印度合伙人》；约翰·赵、
黛博拉·梅辛主演悬疑、犯
罪、剧情电影《网络谜踪》；动
画、喜剧、家庭、奇幻电影《绿
毛怪格林奇》；动作、冒险、奇
幻、科幻电影《海王》；赵立
新、凌潇肃主演《中国合伙人
2》。

具体场次及时间：
1. 可 拨 打 热 线 咨 询 ：

0511-86169688
0511-86058118；

2.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dyzhongying。

观影指南2018

信息收集：岳春芳

“朋友圈”买保健品：售后难套路多

新华社电 瑞典卡罗琳医
学院研究人员 17 日在美国
《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报
告说，多吃生菜、菠菜等含有
硝酸盐的绿叶蔬菜可能有助
降低脂肪肝患病风险，因此他
们建议人们平时多吃绿叶蔬
菜。

脂肪肝是一种以肝脏脂
肪堆积为主要特征的常见肝
病，主要由超重、酗酒等导

致。研究人员给高脂、高糖饮
食的小鼠补充硝酸盐后发现，
这些小鼠肝脏中的脂肪比例
明显降低。对人类肝脏细胞
进行的实验室研究也证实了
这一效果。

研究还显示，补充硝酸盐
的小鼠不仅患脂肪肝的风险
降低，血压也有所下降，患 2
型糖尿病的小鼠血糖水平也
有所改善。

先前研究表明，许多蔬菜
中天然存在的硝酸盐可提高
细胞中线粒体的效率，且多吃
果蔬还有助改善心血管功能
和糖尿病。

虽然目前还需更多临床
试验来证实硝酸盐的作用，但
研究人员仍建议人们多吃绿
叶蔬菜，而且每天只需食用
200克左右，就能起到一定的
保健效果。

随着温度的下降，很多年
轻人不再用妈妈提醒，自觉地
穿上了秋裤护体，理由是“穿秋
裤，不得老寒腿”。天冷应该穿
秋裤，但“不穿秋裤就会得老寒
腿”这个锅，不该让秋裤背。

老寒腿，医学上称为膝关
节骨性关节炎，是一种反复发
作、久治不愈的腿症。每逢天
阴下雨或气候转凉，关节疼痛
就会加重。中老年人为老寒
腿的主要患病人群，但现在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老
寒腿的队伍中。

大多数人认为，老寒腿是

被冻出来的，其实，寒冷并非
导致关节炎的原因，关节软骨
老化与磨损才是真正的原
因。很多人之所以误以为关
节炎是冻出来的，可能与关节
炎患者往往遇冷就会感到疼
痛加重有关。在寒冷的天气
下，由于血管收缩，血液循环
不畅，会引起骨性关节炎的复
发和加剧关节疼痛，但没有证
据表明寒冷是导致骨关节炎
的危险因素。那些受冷之后
感到关节疼痛的人，可能已经
中招了，不仅要注意保暖，最
好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老

寒腿，要注意以下几点：
1.控制体重，避免膝关节

负担过重。
2.日常生活中勿劳累过

度，注意科学运动方式，避免
关节受创。

3.加强体育锻炼，尤其是
久坐或久立的人，多做腿和腰
部的活动，以加强血液循环。
坚持有氧运动，例如慢跑、快
步走、打太极拳等，都会让全
身各个部位活动起来，促进血
液循环。

4.注意腿部保暖，避免腿
部直接被冷风吹。

不穿秋裤会得老寒腿？

多吃绿叶蔬菜可能有助预防脂肪肝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陈宏彬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麦溪镇凤凰山庄东区 0号、丹
房权证麦溪字第 23000107 号房
产证遗失（灭失），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
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
房产证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12月18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声明

丁明国因保管不善，将坐落
于延陵6队、丹4-6-49土地证遗

失（灭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
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土地证
作废。

特此声明。
2018年12月18日

出租信息
●开发区3000m2厂房出租15105280108

遗失信息
●江苏中强钢结构有限公司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环卫设备修造有限公
司驾驶员培训中心遗失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运输证，证号：
81101851，声明作废。
●丹阳奥尔帝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访仙镇美食林小吃店
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33082219740824181004，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开发区科恩家具经营
部税务登记证副本遗失，税号：
37292219871014005901，声 明 作
废。
●丹阳市陵口镇折柳新美塑料
制品厂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正
本 ：321181000201612270094，副
本 ：321181000201612270095，声
明作废。
●丹阳市万丰机械有限公司银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准号：
J3141001638702，声明作废。
●丹阳市丹北镇春兴百货商店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遗 失 ，编 号 ：
321181000201803080102，声明作
废。
●镇江市南北戏剧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编
号 ：321181000201803060051，声
明作废。
●镇江市南北戏剧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丹阳市司徒镇圆通眼镜厂原
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陈夫根遗失残疾证，证号：
32111919481121461944，声 明 作

废。
●中邮人寿保险合同遗失，保险
合同印刷号为：220011905642~
220011905660，声明作废。
●镇江市南北戏剧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核
准 号 ：J3141005569501，声 明 作
废。

地 址 ：丹 阳 市 开 发 区 东 方 路 报 业 大 厦 咨 询 、订 版 热 线 ：8698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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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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兹有丹阳市新民东路 50号
一单元 501室钱福平户，在 1997
年5月购买丹阳伯威大厦1单元
501室房屋，销售合同为钱福平，
销售发票为钱洋，因年代久远无
法同一，至今未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现要求确认该产权为（钱福
平）并申请登记不动产权证书，
任何权益人均可在公告 30日内

向我中心提出书面异议，逾期视
为放弃相关权益。
地址：丹阳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丹 桂 路 29 号 ，联 系 电 话
86920605）

特此公告
丹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2月18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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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8日电
10月初，沙特阿拉伯记者卡舒吉
在土耳其离奇死亡一案，在国际
舆论场掀起巨大波澜。这一事
件的背后集合了所谓的“政治阴
谋”、石油美元、军火交易、大国
博弈等诸多元素，成为中东多强
并立、相互牵制这一复杂局面的
一个缩影。未来，这一格局仍将
继续延续和演化。

地区大国发力

常居美国的沙特籍记者卡
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
馆内遭暗杀后，土耳其媒体很快
爆出土方掌握相关录音资料。
随后，土方披露案件细节，牢牢
掌控事件发展节奏，试图借此撬
动现有土、美、沙三方关系。

土方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凸
显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拥有可
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域外大国
进行周旋的底气和实力。今年
以来，土总统埃尔多安在巩固国
内执政地位的同时，在叙利亚内
战、库尔德问题和巴以冲突等地
区问题上不断发声。

在叙利亚，土耳其同俄罗斯
商定在叙反政府武装控制的最
后一块主要地盘伊德利卜设立
非军事区后，当地战况逐渐缓
和。同时，土耳其对叙北部库尔
德人武装力量步步紧逼，迫使美
国做出让步，同意在叙北部战略
重镇曼比季实施美土联合巡
逻。随后，土耳其进一步要求库
尔德人武装全部撤出曼比季。

除土耳其外，一年来伊朗、
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地区其他重
要国家也各展所能，力争在地区
格局的重塑中发挥作用、打上本
国烙印。

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制裁
不断加码的强大压力下，伊朗毫
不屈服，誓言抗争到底，采取一
系列措施，旨在对内维护稳定、
对外扩展合作；沙特虽在叙利亚
问题上遭遇挫折，但继续在也门
领导阿拉伯多国联军打击当地
反政府胡塞武装并取得进展；以
色列一方面坚持对巴勒斯坦武
装组织的反以军事活动采取强
硬政策，并多次空袭叙利亚境内
被怀疑同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
有关的军事目标，另一方面主动
同阿曼等阿拉伯国家及乍得等
非洲国家交好。

美国地位削弱

卡舒吉事件凸显美国在中
东地区顾此失彼的窘境。美国
既需要维护美沙盟友关系、保住
两国军火大单，又需要应付国内
和国际舆论压力，迫不得已做点
表面文章，宣布对沙特数名卡舒
吉案相关人员进行制裁。

美国在卡舒吉案上进退失
据，反映出近年来其在中东地位
和作用明显削弱。在叙利亚，美
国多年着力培植的反政府武装
早已失势，巴沙尔政权扭转颓势
站稳脚跟。特朗普担任美国总
统后，以“叙政府军发动化武袭
击”为借口对叙境内目标发动两

次空袭，希望敲山震虎，但效果
不彰。

巴以问题一直是中东地区
一个根源性问题，在过去相当长
时期内也是美国处理中东问题
的一个重要抓手。但随着美国
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
至耶路撒冷，美国丧失了推动巴
以和平进程的重要杠杆。

在伊朗问题上，尽管美国已
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的经济制
裁也不断加码，但在国际社会压
力下，特朗普也不得不做出一些
让步，同意暂时允许印度、土耳
其等8个国家和地区在美重启对
伊制裁后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不
久又将伊拉克加入这一豁免名
单。

俄罗斯站稳脚跟

另一个域外大国俄罗斯与
中东各国的关系，在过去的一年
中可用“卓有成效”来形容。

11 月 19 日，俄土两国总统
在伊斯坦布尔共同出席了“土耳
其溪”天然气管道项目海底工程
竣工仪式。俄总统普京在致辞
时强调，如果没有“政治意愿和
勇气”，这个项目不可能得以实
施。这一线路是此前因乌克兰
危机而夭折的“南溪”项目的替
代线路，一旦建成，俄将有能力
绕开乌克兰实现对欧洲供气。

俄土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
作也越发紧密。在美国重重阻
力之下，土耳其成为北约首个购

入俄 S-400反导系统的成员国，
埃尔多安多次表示将尽快把
S-400 系统部署到位。在叙利
亚问题上，俄土合作最终促成在
伊德利卜建立非军事区。

与土耳其不断走近，对于俄
在中东站稳脚跟和扩大影响力
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俄罗斯同
伊朗、沙特、以色列等中东其他
国家也保持了友好关系。自去
年沙特国王萨勒曼首访俄罗斯
以来，俄与沙特在油气、军售等
方面的合作稳步推进，12月初普
京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的热情击
掌也显示了两国关系的热络程
度。

在伊核问题上，俄方多次表
示反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给
予伊朗以坚定支持。在叙利亚
问题上，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
三方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已取
得初步成果，三方互动频繁、合
作日益密切。

与此同时，俄在中东地区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也更加
强硬。今年 9月，俄海军与空天
军在地中海东部海域举行军事
演习，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俄在地
中海地区举行的最大规模军演，
意在展示俄反对西方国家武力
干涉叙战局的意志和能力。

对于与西方关系持续在谷
底徘徊的俄罗斯来说，在中东地
区扩大影响、争取合作伙伴是其
重要的外交政策，预计未来这一
趋势仍会延续。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
电 一个天文学家小组 17日宣
布，他们发现了太阳系中迄今
观测到的最遥远天体，这颗天
体与太阳的距离是日地距离的
约 120倍，天文学家给它起了
个昵称——“遥远（Farout）”。

目前国际天文联合会将这
个 天 体 临 时 编 号 为 2018
VG18。参与研究的美国卡内
基科学学会在新闻公报中介
绍，这是迄今观测到的第一颗
与太阳距离超过 100个天文单
位（日地距离为1个天文单位）
的太阳系天体。相比之下，观
测距离排第二远的阋神星（旧
音译名“厄里斯”）被发现时与
太阳距离约 96个天文单位，曾
被视为第九大行星、后被降级
为矮行星的冥王星现在的位置
距太阳约34个天文单位。

观测数据显示，“遥远”是一
颗直径约 500千米的球形矮行
星，跟许多富冰天体一样呈现粉
红色。由于距离太阳太远，它的
运行速度极其缓慢，可能需要用
1000多年才能绕太阳一圈，其具
体轨道尚未得到确定。

“遥远”是天文学家在搜寻
“行星X”的过程中发现的，使
用了位于夏威夷和智利的望远
镜。“行星X”是设想中一颗距
太阳最遥远的大质量行星，但
其存在尚未获证实。

谢泼德等人认为，“遥远”
与其他已知的极遥远太阳系天
体是在天空中相似位置发现
的，这表明它的轨道类型与大
多数极遥远太阳系天体相同。

新华社贝鲁特12月17日
电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联黎部队）17日证实，黎巴嫩
南部与以色列边境存在 4条地
道，其中两条地道越过黎以临
时边界“蓝线”。

联黎部队当天发表声明
说，联黎部队派出多个技术小
组赴“蓝线”以南进行实地检
查，基于独立评估，联黎部队证
实在以色列北部靠近“蓝线”的
地方存在 4条地道。经进一步
技术调查，联黎部队确认其中
两条地道越过“蓝线”，这违反
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 号决

议。
声明说，联黎部队对此深

表担忧，希望黎巴嫩政府依照
第 1701 号决议中应承担的责
任，确保采取紧急后续行动。
联黎部队将继续展开技术调
查。

声明还说，联黎部队任务
区内局势依然平静，联黎部队
领导层正与有关各方保持充分
接触，以确保“蓝线”稳定、避免
发生误会。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17日与
联黎部队司令德尔科尔会谈时
表示，黎巴嫩坚持全面执行第

1701号决议，在南部边境尊重
“蓝线”。他同时表示，希望国
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侵犯黎
方主权的行为。

本月4日，以色列国防军宣
布，以军发现了数条由黎巴嫩
真主党挖掘和修建的从黎巴嫩
延伸至以色列境内的地道。为
摧毁这些跨境地道，以军方发
起“北盾行动”。

以色列军队2000年撤离黎
巴嫩南部、结束占领后，联合国
在黎以边境划定一条称为“蓝
线”的临时停火线，后被视作黎
以之间的临时边界。

土耳其向土叙边境
地带部署装甲车

当地时间 2018 年 12 月 17 日，
土耳其哈塔伊，土耳其武装部队的
装甲车被派往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
地带。

美国地位削弱 俄罗斯站稳脚跟

多强并立，中东格局面临重塑

天文学家观测到
太阳系迄今最遥
远天体

联黎部队证实
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边境有4条地道

也门政府命令军队
在荷台达实施停火

12月17日，在也门首都萨
那，人们在市场购买食品。也
门政府17日晚发布命令，要求
政府军自 18 日起在荷台达实
施停火。

中国 10 月份减
持125亿美元美
国国债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
电 美国财政部 17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10月份中国减持
125 亿美元美国国债，仍然是
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数据显示，今年 10月份中
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降至
1.1389万亿美元，为 2017年年
中以来最低水平。

当月，美国第二大债权国
日本减持 95亿美元美国国债，
持有规模降至 1.0185 万亿美
元。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占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美国国
债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截至 10月底，外国债权人
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约为
6.1996万亿美元，较前一个月
下降256亿美元。

特朗普前任国安助
理弗林的商业伙伴
被控非法游说

新华社华盛顿12月17日
电 美国弗吉尼亚州一联邦法
庭 17日公布起诉书，指控前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
弗林的两名前商业伙伴围绕在
美土耳其宗教人士居伦的引渡
问题，阴谋并进行非法游说。

根据美国司法部文件，被
指控的两人名为比詹·基安和
埃基姆·阿尔普泰金，基安被控
作为弗林的公司合伙人收受土
政府资金，阴谋“秘密影响美国
政界人士和公共舆论”，以帮助
土耳其引渡居伦。阿尔普泰金
是荷兰和土耳其双重国籍商
人，涉嫌通过自己在荷兰的私
人公司转手相关土政府资金，
他还被控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
局问讯时进行4项虚假陈述。

美媒报道说，如果罪名成
立，基安可能面临 10年以上刑
期，阿尔普泰金可能面临最高
35年监禁。

弗林是特朗普竞选团队核
心成员之一，也是特朗普任命
的首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在任仅 24天就因涉嫌在美
国大选后的政权交接期间与俄
罗斯外交人员秘密接触而辞
职。去年底，他承认就其个人
与俄方接触向联邦调查局说谎
并同意配合司法部特别检察官
罗伯特·米勒的“通俄”调查。
米勒团队日前表示，因弗林对
相关调查“帮助巨大”，不建议
判其入狱服刑。

居伦引渡问题是美土重要
外交争端之一。2016年 7月，
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造成约
250人丧生。土耳其政府指责
居住在美国的居伦及其领导的

“居伦运动”为政变策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