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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游”买了一张 9999 元的床垫
老夫妻俩身上最近都出现了大量“红疹”
，他们怀疑是床垫所致

维权热线：
86983119

13646139435
（微信同号）

图为杨老先生和老伴花了 9999 元购买的保健床垫。
记者 马骏 摄

本报讯 （记者 马骏）昨天上
午，市民杨老先生 （化名） 致电
本报“3·15”维权热线向记者反
映，去年 11 月底，自己与老伴
参加了由我市俏夕阳国际旅行社
组织的一次免费旅游，在“参观
公司”这一环节，杨老先生花费
9999 元 购 买 了 一 张 “ 保 健 床
垫”。然而，近段时间以来，杨
老先生与老伴身上开始出现大量
“红疹”，虽然没有去医院诊断，
但杨老先生认为，这些年来自己
和老伴的生活很有规律，饮食上
也很注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是睡了这张“保健床
垫”的缘故。
年近八旬的杨老先生告诉记
者，去年下半年，两位来自我市
俏夕阳国际旅行社的店员在自己
家附近发放有关“一日游”的广
告传单，早已退休在家的二老对
此产生了兴趣。杨老先生表示，
从去年秋天至今，自己和老伴多
次参加了由该旅行社组织的去往
周边城市的“一日游”活动。
“每次活动都有推荐商品的环
节，而且这些商品都价格不菲，
但我们之前一次也没有买过。”
杨老先生说道。
去年 11 月底，杨老先生和
老伴接到了俏夕阳国际旅行社负
责人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隔天
参加去皇塘镇的免费“一日游”
活动。第二天一大早，二老便搭
上了去往皇塘镇的旅游大巴车。
“我们一行大约十几个人，
上午，他们先带我们去白龙寺走
了走，吃过午饭后，我们便被领
着去参观了一家名为‘全球康’
的 床 上 用 品 公 司 。” 杨 老 先 生
说，在简单的参观后，大家便被
安排到一处地方休息，接着，公
司工作人员便开始向大家介绍几
款床上用品。最后，一位“老

总”模样的人向大家介绍起了一
款“保健床垫”。“那人告诉我
们，这款‘保健床垫’可以治疗
关节炎、高血压、腰痛以及各种
心脑血管疾病等等。”杨老先生
说，“为了让我们听得更明白，
他还现场做了一个实验。他取出
一根长约 10 厘米、宽约 3 厘米的
试管，当作人体的血管，再放些
水在里面，当作血液，之后，他
又放了一些类似铁粉的黑色粉末
进去，当作血液里的垃圾。最
后，他用磁铁贴着试管底部转
动，立刻便将试管里那些黑色粉
末都吸到了磁铁处。”杨老先生
表示，这个实验是要解释这款
“保健床垫”的原理。
杨老先生说，当“老总”告
诉大家这款床垫价值两万元时，
现场发出了一阵惊呼声。接着，
人群中有人开始“讨价还价”，
让“老总”给优惠价。最后，
“老总”表示，这款“保健床
垫”今天只售 9999 元，而且还
送床上用品四件套以及枕头等礼
品。
杨老先生的老伴表示，虽然
当时这款床垫的价格差不多打了
对折，但自己还是觉得太贵了，
“我看到有人陆续走上前去签字
购买，我在底下坐着，心里还是
挺犹豫的。一旁的小贡则一直在
鼓动我，让我购买。”最后，二
老还是购买了这款“保健床
垫”
。
记者了解到，杨老先生的老

伴所说的“小贡”就是我市俏夕
阳国际旅行社的负责人。最近，
杨老先生和老伴的身上都开始出
现大量“红疹”，怀疑是睡“保
健床垫”所引起的，于是来到该
旅行社找负责人讨说法。“小贡
让我们不要担心，说出现红疹说
明身体正在排毒，是正常现
象。
”杨老先生说，
“我们想要把
床垫退了，小贡却说，床垫已经
用过了，是不可能退的，如果我
们执意要退，就自己去找厂商解
决。
”
无奈之下，杨老先生向我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了此事，当
市管局的工作人员陪同杨老先生
找到该旅行社负责人时，这位负
责人表示愿意与杨老先生私下沟
通解决。之后，二老又找了这位
负责人好几回，但每次都无功而
返。
昨天中午，记者电话联系了
该旅行社负责人，了解事情经过
以及进展，但该负责人表示拒绝
接受采访。
随后，记者与该床垫生产厂
商取得了联系，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此前从未有消费者在睡了他
们的床垫后出现“红疹”的情
况。该工作人员表示，会将此事
向公司反映，尽快了解情况并妥
善进行处理。
杨老先生表示，目前他已经
将该床垫打包收了起来，与当时
给的赠品放在一起，希望厂家能
够给他们退货。

丹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携手上海国际和平妇保院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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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晚，体彩大乐透再度中出亿元大奖，犹如一声春雷震
惊了彩市。3 月 11 日，中奖者唐先生就出现在了省体彩中心兑奖
大厅。原来，他在当期的中奖总额不止 1.11 亿元，他共在两家体
新规则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彩网点投注了大乐透，总中奖金额达到 1.20 亿元。这也一举超越
徐州购彩者中出的 1.169 亿元，跃升至江苏体彩大奖排行榜的第
体彩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以来，江苏购彩者
三位。
不但接连斩获头奖、
拿下首个亿元大奖，
在二等
万米高空研究出中奖号码
奖方面也是收获颇丰。受益于新规则，
二等奖
80 后的唐先生有着十多年的彩龄，是体彩的忠实购彩者。 奖金频频突破百万大关，
让二等奖得主们连呼
七八年前，唐先生来到盐城创业，当然也不忘在日常生活的间隙 “超值”
。
坚持投注大乐透。不仅如此，唐先生还走到哪买到哪。3 月 7 日，
2月27日，
体彩大乐透第19022期开出67注
他到上海出差，就投注了周六开奖的第 19026 期大乐透。3 月 8
二等奖，
基本投注每注奖金为 690336 元。其中
日，唐先生工作结束乘飞机返回盐城。在万米的高空，他不由自
25注为追加投注中奖，
每注多得奖金552268元，
主地琢磨起前一天买的大乐透号码，将先前的投注方案做了修
追加后，
二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了 1242604 元。
正。到了盐城，他一下飞机就直奔常去的 09751 体彩网点，投注
徐州 03634 网点购彩者小童购买了一张 12 元 4
了大乐透。之后，唐先生对这次投注的号码很有感觉，当天晚上， 注号码的单式追加票，
其中第4注号码中得当期
他路过 09108 体彩网点，又继续进行了投注。
追加二等奖1注。小童表示，
他平时只是偶尔才
把握新规则利好认准追加
会买彩票，
这次就是随机选了 4 注号码，
然后又
唐先生带来的中奖票共有 14 张，有 13 张选择了追加。对此， 在销售员建议下进行了追加投注，
能中个二等
他解释说，
“以前我买大乐透，通常都是单式倍投，也不追加。大
奖，而且总奖金超过了 100 万，他感到超级幸
乐透规则调整以后，追加奖金提升至 80%，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没
运。小童还表示，
有了这次中奖体验，
他回去准
有意外我都会追加。而且大乐透奖池这么高，也给大奖的中出提
供了保障。说实话，规则调整后，冲着 70 多亿奖池我也会多买一
些。”当然，唐先生也表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是生意人，资
金比较宽裕，大家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量力而行。
两家网点共中出 1.20 亿元
进入三月份，
江苏体彩各玩法悉数爆发，
大
当期，唐先生在 09751 体彩网点共购买了 9 张大乐透彩票。
其中，单票中出亿元大奖的彩票是在该网点最后购买的。原来， 盘玩法首当其冲，大乐透爆出亿元巨奖，7 位数
也开出千万大奖，小盘玩法也不甘落后，排列 5
唐先生在飞机上研究出号码后，对前区相当笃定，但对后区有些
也有百万中出。前不久，常州的王先生带着女
犹豫不决。所以，他最后又用此前没有选到的 6 个号码，补打了
领走排列5第19055期200万大奖。
一张 5 倍投注的 5+6 复式票，组成了“10、12、15、17、19+01、02、 儿来到南京，
王先生虽然购彩时间较长，
但并不是经常
03、08、09、11”。没想就是这张票，中出追加一等奖 5 注，还中出
买彩票，用他的话说“其实我也不大买彩票，有
追加二等奖 40 注以及三等奖 30 注，单票擒奖 1.11 亿元。当然，因
空的话就去买上几注”。王先生主买的彩票品
为准确地命中前区，唐先生在 09751 体彩网点投注的其他彩票也
种是体彩的大乐透，其次才是体彩排列 5，在此
都中奖了，在该网点他共中得 1.17 亿元。在
之前，也没有中过什么大奖。
“大乐透修改规则
09108 体彩网点购买的彩票，也中得了 271 万
之后，
我觉得奖金成色比以前更高了，
所以最近
元的大乐透奖金。当期大乐透，唐先生的中
跑体彩店也比较勤快一点，
这次排列5中奖很偶
奖总额达到了 1.20 亿元。
彩市动态
然，是买完大乐透之后顺带买着玩的。”王先生

大乐透二等奖百万成常态
备坚持买大乐透，
“中不中奖都没事，
大乐透给
我带来了好运，
必须支持。
”
3 月 2 日，
体彩大乐透第 19023 期开出了 36
注二等奖，基本投注每注奖金达到了 1244119
元。扬州 10817 网点购彩者老方中得其中 1
注。老方的中奖彩票是一张 4 元 2 注号码的单
式票，
其中第二注号码与当期开奖号码仅后区
1 号之差，
虽然憾失头奖，
但成色十足的二等奖
已让老方颇感欣慰。
“我守号两年半了，
这次新
规则我算是第一批受益者了吧，
百万级别的二
等奖，
大乐透的造奖能力真是强大。
”
新规则的上市，让“造大奖”
“多造奖”成为
大乐透开奖常态。目前，
大乐透奖池依然处于
历史高位，
完全有实力继续将中奖春风吹遍神
州大地，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身边的体彩网点
体验大乐透彩票的魅力。

常州玩家领走
“排列 5”200 万大奖
回忆起购彩的场景呵呵笑道。3 月 3 日下午，
王
先生来到常州54735体彩网点，
买完大乐透之后
准备转身就走，
但想想有阵子没买排列 5 了，
于
是又在排列 5 走势图前转悠了一下，
琢磨了 1 注
号码“18205”，并倍投 20 倍。当晚，排列 5 第
19055 期开奖，
中奖号码正是这注
“18205”
，
由于
倍投20倍，
王先生的中奖金额高达200万元。

体彩
丹阳
Danyang T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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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趋紧下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生存之道——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化解自身过剩产能
本报记者 魏郡玉 通讯员 张雷

汽车零部件作为汽车
工业发展的基础，是国家长
期重点支持发展的产业，也
是我市特色性、支柱性产业
之一。近年来，随着行业整
体技术水平与研发能力的
不断提升，我市汽车零部件
产业不仅与国内整车厂积
极合作构建产业链，而且在
全国汽车配套市场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全
国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
基地之一。
2018 年，国际汽车产业
竞争日益加剧、国际市场变
化莫测，国内汽车行业供给
侧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产品
结构调整和更新步伐日益
加快，我市汽车零部件行业
正面临着更大挑战，也存在
着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凸显：
中美贸易战
“寒流”
来袭
2018 年，随着汽车消费刺激
政策退出、部分城市限购、通胀压
力增大等多重不利因素显现，中
国汽车市场增速放缓，我市汽车
零部件进出口也面临着出口规模
放缓、外贸情况复杂、内销为主、
外贸重视程度不高等问题。
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压价竞争、
发展层次不高，
让业内人士忧心忡
忡：许多企业仍然局限于传统产
品、
传统市场、
传统客户，
产品的同
质化竞争异常激烈，
特别是一些企
业创新投入偏少，忽略关键技术、
关键设备、
关键人才的有效配置和
利用，
导致产业提升缺少支撑，
这
种创新能力的缺乏会导致企业在
国际市场上失去潜在竞争力；
许多
中小企业目标定位仍在后市场，
对
异军突起的新能源、轻量化、智能
网联缺乏长期规划和深度把控，
顺
应行业发展潮流的大局观未曾体
现。更为严峻的是，
美国公布 500
亿美元的征税商品清单于 2018 年
7 月 6 日正式实施，我市出口型企
业面临着来自外部环境压力的巨
大冲击。
从 2018 年 1~9 月份的进出口
数据来看，我市汽车零部件行业
出口受到了中美贸易战的波及。
在对美出口商品被列入加征关税
清单而致汽车零部件出口受阻的
部分企业中，海外业务营收占比
较大且主要依赖出口又无海外生
产基地的零部件企业受到了更大
的冲击。在出口美国的“电子风
扇产品”被正式纳入美方加税清
单后，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迅
速反应，
采用降价办法，自行承担
增加关税的 10%，并及时进行跨
境电商建设，建立和拓宽更完善
的销售渠道，尽量减少本次贸易
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如
此，企业仍面临着来自美国市场
的订单数量减少、对手厂家分配
额度增多的困境。
2018 年 11 月，美国政府与中
方达成一致，暂缓对由中国进口
的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维
持原有的水平，我市汽车零部件
出口企业无疑都松了一口气。

图为汽车零部件商会人员正在调研企业生产及运营情况。
记者 魏郡玉 通讯员 张雷 摄

产业把脉：汽车零部件产业“逆势争春”
经过 30 多年的培育和壮
大，如今汽车零部件产业已经
一跃成为我市的特色产业和支
柱产业之一，被列入江苏省重
点培育的 100 个产业集群，先
后被授牌“中国汽车（摩托车）
零部件制造基地”
“中国汽车零
部件出口基地”
“江苏省汽车零
部件出口基地”等。随着新一
代信息通信、新能源、新材料与
汽车制造业的加速融合，全球
汽车产业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
化，我市汽车零部件企业抓住
机遇，在更新工业化和自动化
设备方面求突破。目前，汽车
零部件产业正慢慢走出中美贸
易战的阴影，呈现出蓬勃发展
的态势。据统计，2018 年我市

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销售
241.54 亿元，同比增长 8.82%；
行业全年进出口 6.5 亿美元，占
全市进出口贸易总值的
20.3% ，同 比 增 长 16.9% 。 其
中，出口同比增长 21.4%，增势
不减。从排名上看，全市企业
税收排名 50 强中，汽车零部件
企业占据 6 席；全市工业企业
税收排名 50 强中，汽车零部件
企业占据 17 席。
近年来，随着产品的转型
升级、科技创新以及与国内外
一流主机厂配套份额的不断提
升，我市汽车零部件已经从“以
后市场为主的低端产业集群”
转变为“以 OEM 为主的高端
制造基地”。企业在技术升级

上也不断克服结构性供给“瓶
颈”，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
级，不断扩大产品附加值，使得
我市汽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
影响力不断增加。2018 年，进
口 额 增 幅 超 20% 的 企 业 有 12
家，其中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
司和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
限 公 司 ，进 口 额 分 别 达 到 了
345.5 万美元和 1028.9 万美元，
比 2017 年同期增加了 313.3 万
美元和 761.5 万美元。
我市汽车零部件企业产品
综合配套能力快速增强，与国
际品牌整车配套数量显著提
升，林泉饰件、超力电器、新通
达 3 家企业顺利进入大众全球
供应商配套体系，林泉饰件还

成为沃尔沃全球供应商。同
时，我市汽车零部件企业抓住
机遇，
在技术升级上求突破，
江
苏洪昌面对车灯部件迭代更
新，在企业转型升级期间加大
资金投入，引进人才，
建设自动
化 生 产 车 间 ，由 传 统 车 灯 向
LED 车灯成功迈进，其自主研
发的芯片现已向金龙、宇通、众
泰、雅迪等国内厂商供货，预计
今年可实现销售 1.5 亿元；奇一
科技也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其
研发的“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
复合材料”获评“国家重点新产
品”，技术水平领先全国，成为
国内高性能热塑复合材料领军
企业……

牌效益最大化。汽车零部件产
业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只有认
真从设计、制造、服务等全过程
去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拿出性
价比高的产品，不断打造自身
基础能力，与整车厂同步研发，
汽车零部件企业才能立于不败
之地。面对汽车产业未来产品
质量、产品一致性以及汽车安
全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夯实
基础、提高能力仍是汽车零部
件企业的重要任务。同时，要
重视品牌打造，坚持品牌发展
战略，努力打造“叫得响”的名
牌产品。
“我们有许多企业，自主研

发的产品竞争力是很强的，企
业需要积极布局海外市场，在
一带一路的契机之下，找准突
破口，
进一步明确销售重心，
建
立更完善的境外销售网络，将
产品推出国门，让后方的产品
源源不断地涌入国际市场。
”市
汽车零部件商会有关负责人指
出，出口型企业要积极开拓国
际市场，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动
向，特别是海外业务营收占比
较大且主要依赖出口又无海外
生产基地的零部件企业，更要
加紧拓宽销售渠道，化解自身
过剩产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
环境趋紧下企业的生存问题。

应对之策：多措并举，提升国际竞争力
2019 年，我国经济由高速
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对我
市汽车零部件行业的产品质
量、服务创新、管理水平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弥补我市汽
车零部件产业的不足，让整个
产业增加新动力、迸发新活力？
“要正视市场，冷静面对持
续降价的‘新常态’，发挥聪明
才智，满足市场及客户需求，
积
极提升管理经营水平；
提高资金
周转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减
少浪费，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做到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人优
我精’
。
”
市汽车零部件商会会长
陈建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加速转型升级、创新融合
发展，
构筑技术优势，
提高产品
附加值，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影
响力。
“ 目前来说，我们有许多
企业出口依赖性不强，和国内
主机厂配套，有较为平稳的生
产空间，
跟随主机厂，
放松产品
的自主研发，这会导致企业的
产品最终失去市场竞争力。
”市

汽车零部件商会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当前，汽车产业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趋
势已经成为必然，零部件产业
转型与升级势在必行。不管是
原有的传统零部件生产，还是
新型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及
智能网联汽车的相关配套研
发，都要加速进行。只有不断
夯实零部件技术基础，才能成
就更安全、环保、便利、节能的
汽车。
“在当前国际市场的刺激
下，全球领军企业在技术创新、
业务调整、优化资产配置等方
面不断变革，如火如荼。我市
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应当加快升
级步伐，做好与新兴领域市场
的对接融合，优化自身资源配
置，将更多的产能转变到高效、
高科技的创新研发和自动化生
产中去。
”该负责人说。
提升竞争能力，打造品牌
战略。在汽车产业变革期，我
市汽车零部件企业要不断提升
自身竞争力，努力达到自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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