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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骏）如
今，二手车市场上有不少车况
好、车龄低的二手车，吸引不少
消费者购买。买辆二手车代
步，原本是经济又实惠的买卖，
可偏偏有个别二手车商做起了
无良的买卖，偷偷将一些问题
车以次充好卖给消费者。近
日，市民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
的糟心事。

一个多月前，市民李先生
经人介绍，从一位外地车主那
里购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当
时里程表显示已行驶 6 万公
里。然而，半个月后，由于该车
出现了一点小故障，他来到 4S
店进行维修。经检测后，李先
生被工作人员告知，该车的里

程表被调整过，实际已行驶 12
万公里，并存在其他故障。“我
是第一次买二手车，所以当时
先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则想
买二手车的消息，结果有个微
信好友就私聊我了，说有认识
的朋友正想卖车。”李先生表
示，出于谨慎，他还特意找了一
位懂车的朋友一起去看车，当
时看下来也没觉得有什么问
题，没想到现在会发生这样的
事。李先生告诉记者，当他再
次联系那位车主时，对方直接
挂断了他的电话。之后，李先
生又找到那位微信好友讨要说
法，但那人也觉得十分委屈，表
示自己并不知情。李先生觉得
自己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

言。
无独有偶，数月前，市民赵

先生从市区某二手车交易店买
了一辆二手车，成交的价格为
6.8万元。前不久，他将车送去
保养时，汽修厂的技术人员告
诉他这辆车是台“事故车”，挡
风玻璃、保险杠都被换过，安全
气囊也用过。为此，赵先生多
次找到二手车店主讨要说法，
但对方口气强硬，拒绝补偿相
应车款。“由于是‘事故车’，现
在这辆车只能折价三四万元左
右，可惜当时没有保留证据，现
在也说不清了。”赵先生无奈地
对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
于二手车买卖信息不透明，在
交易过程中还有一些“泡水
车”，也就是被水浸泡过的，并
更换过重要零件的汽车。“这样
的车子危险系数很大。”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这种汽车随时都
有可能出现问题，比如行驶中
动力突然中断，碰撞后安全气
囊无法打开等。然而现实中，
这些问题对于不太专业的消费
者来说都是“盲区”，很难发现，
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类似
的二手车交易消费纠纷比较
多，大多是经营者在交易过程
中故意隐瞒车辆真实信息，如
里程表、维修记录、车辆存在问
题等，这些交易都给消费者带
来了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是安全
隐患。

那么，二手车交易中遇到
这些情况，消费者该怎么办？
我市江苏万善律师事务所的丁
斌律师表示，购买家用汽车应
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然而，有关汽车消费中民事欺
诈的认定，考量到汽车销售的
流程较长、环节较多，影响消费
者是否购买车辆的因素也相对
较多，想要认定欺诈也并非易
事。对于欺诈的认定，一般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
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八条作
为判断标准，即在一方当事人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
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
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在汽车
消费中，如果销售者存在故意
告知虚假情形或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的事实，且消费者因销售
者的行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
示，那么，就可以认定销售者存
在欺诈经营行为。

业内人士提醒，购买二手
车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选购二
手车要到登记注册合法的二手
车交易市场购买，最好委托有
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或由专业
人员陪同对车辆真实技术状况
和价值进行鉴定评估，避免“熟
人”介绍草草进行交易，切莫贪
图便宜通过非正规渠道购买。
二、购买二手车时，消费者务必
要求卖家提供完整的手续材
料，如机动车登记证书、车辆行

驶证，各种应缴税凭证、车辆保
险等证明，并多留意一些容易
被忽视的维修“角落”细节，通
过查看方向盘、刹车片以及轮
胎的磨损情况进行判断。如车
辆还在质保期内，消费者可到
4S店查询车辆的维修记录，核
实车况无误后，消费者应尽快
办理车辆相关手续和车险的过
户更名手续，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三、注意签好买卖合同。
切勿听信商家的口头承诺，交
易双方应明确填写车辆有关数
据、车辆状况、服务承诺、费用
负担及售后问题等，方可保证
双方的权益。消费者注意保存
好车辆交易的相关凭证，一旦
发生消费纠纷，消费者可凭借
相关依据和合同进行依法维
权。根据《二手车交易规范》第
三条规定：二手车交易应遵循
诚实、守信、公平、公开的原则，
严禁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弄虚
作假、恶意串通、敲诈勒索等违
法行为。所以，市消委会也提
醒，二手车经营者有义务对交
易车辆的情况进行核实了解，
并如实告知消费者。

二手车交易以次充好猫腻多
业内人士：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并注意签好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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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关于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我市养老事业发展工作中的意见建议的公告

依据《丹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预算监
督办法》和《丹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
及绩效评价听证办法》规定，市人大常委会拟于今年 12
月中旬对我市 2020年度居家和社区、社会机构养老预
算草案进行初审，并对该项目近三年（2017-2019 年上
半年）实施绩效情况进行听证。

为充分体现民意，进一步提高人大监督工作的针对
性、实效性，现向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征求我市养老事
业发展工作中的意见建议，并公开征集听证会专题询问

的议题。具体事项告示如下:
1.诚挚邀请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通过丹阳人

大官方网站（www.dyrdw.gov.cn）下载《养老事业发展工
作专题询问议题（意见建议）征集表》，发表意见建议。

2.填写内容希望实事求是、简明扼要，对我市养老
事业的发展具有针对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议题征集表填写后请以传真、信件、电子邮件等
方式反馈。

4.议题征集活动自即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结

束。
来信地址：丹阳市兰陵路 8号，丹阳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邮编：212300，请在信封处注明“议题征集”。
联系人：史雪琪；联系电话：86522196；传真：

86528807；电子邮箱：501798267@qq.com。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7日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举行我市
“居家和社区、社会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草案）初审及绩效评价听证会的公告

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公共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推
进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绩效评价工作，扩大预算项目初审
和绩效评价的公众参与度。根据《预算法》、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文件
规定，市人大常委会将组织部分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和社
会公众代表举行听证会，对我市 2020 年度“居家和社
区、社会机构”养老服务项目草案（草案）进行初审，并对
该项目近三年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现就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听证项目概况
预算项目名称：社区居家养老扶持经费、社会养老

机构扶持经费
预算资金使用范围：养老事业发展各项政策规定的

项目，主要用于支持居家和社区、社会机构养老服务的
补助资金。

二、听证会时间、地点
定于2019年12月中旬在市行政中心会展中心举行

听证会。
三、听证办法
按照《丹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预算监

督办法》《丹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及
绩效评价听证办法》，对我市2020年“居家和社区、社会
机构”养老服务项目预算（草案）初审及近三年实施绩效
情况进行评价听证。

四、陈述人、旁听人的确定
1.陈述人是指出席听证会并可对听证事项发表意

见或陈述理由的人员。旁听人员是指申请列席听证会，
不享有发言权但可提交书面意见的人员。

2.听证陈述人、旁听人将按照《丹阳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初审及绩效评价听证办法》要求予以
确定。陈述人 21名，其中：市镇两级人大代表 12名、专
业人士3名、社会公众6名；旁听人6名。

五、报名条件和方法
1.报名条件：本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和年满18周岁

的在丹阳市居住或工作的公民。
2.报名方式：填写申请表。申请表可在丹阳市人大

网站（www.dyrdw.gov.cn）下载，填写后请邮寄、传真或
电子邮件至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3.申请听证陈述人的，应在填写申请表时，表明自
己对我市“居家和社区、社会机构”养老服务项目所持的
观点（即陈述人对该项目实施和运行效果发表自己的意
见、建议等等）。

4.联系人：史雪琪，联系电话：86522196。
来信地址：丹阳市兰陵路 8号，丹阳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邮编：212300；传真：86528807；电子邮箱：
501798267@qq.com

5.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1月30日。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9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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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停电

卢米埃丹阳
金鹰影城

中影
国际影城

观影指南2019

今日上映9部影片：
爱情、动画、奇幻电影

《天气之子》；周冬雨、易烊
千玺主演爱情、青春、剧情
电影《少年的你》；大鹏、柳
岩主演剧情、喜剧、爱情电
影《受益人》；战争、动作、
剧情、历史电影《决战中途
岛》；马思纯、霍建华主演
爱情、剧情电影《大约在冬
季》；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主演动作、冒险、喜剧电影
《霹雳娇娃》；剧情、音乐、
爱情电影《海上钢琴师》；
范伟、宋洋主演剧情、犯
罪、悬疑电影《长安道》；动
作、冒险、科幻电影《终结
者：黑暗命运》。

全球最先进的 Re⁃
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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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冬雨、易烊千玺主

演爱情、青春、剧情电影
《少年的你》；大鹏、柳岩主
演剧情、喜剧、爱情电影
《受益人》；战争、动作、剧
情、历史电影《决战中途
岛》；马思纯、霍建华主演
爱情、剧情电影《大约在冬
季》；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主演动作、冒险、喜剧电影
《霹雳娇娃》；剧情、音乐、
爱情电影《海上钢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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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9 日 10kV 锦 绣
1Q35 线 薛 甲 路 2# 环 网 柜
1Q3533开关以下（1Q3533：丹
豹服饰支线 1#杆）08：00-12：
00；

10kV 里镇 16512 开关以
下（16512：野田里东、乌庄变、
上庄变、南庄变、丹阳市瑞特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一 带）08：
00-12：00。

信息收集：岳春芳

上周水质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指标

CODMn

浑浊度
色度

臭和味
余氯（mg/L）

菌落总数
总大肠菌群
耐热大肠菌群
肉眼可见物

标准值

≤3mg/L
≤1NTU
≤15 度

无异臭、异味
0.80≥出厂水≥0.30

管网水≥0.05
≤100CFU/mL

不得检出/100mL
不得检出/100mL

无

出厂水均值

0.8
0.10
＜5
0

0.4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市区(含开发
区）管网水

0.8
0.13

5
0

0.3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

乡镇管网水

0.9
0.15

5
0

0.25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无
合格饮用水水质评价结果

www.dywater.com.cn

“人到中年有三宝，枸杞大
枣保温杯。”立冬过后，保温杯成
了不少中年人的标配，就连一些
佛系青年也端起了保温杯。不
过有关不锈钢保温杯泡茶、泡枸
杞会导致重金属溶出使人慢性
中毒的传言，让不少人在使用保
温杯时忐忑不安。每天喝口热
茶真的这么危险吗？

用合规保温杯泡茶不会
中毒

保温杯泡茶会中毒的说
法，缘起保温杯泡茶后会产生
茶垢，很多人担心茶垢长期附
着在不锈钢材质的内壁，会腐
蚀不锈钢，导致不锈钢中的重
金属溶出，从而使人慢性中
毒。继茶叶中枪后，枸杞、碳
酸饮料也都被加入了不锈钢保
温杯的黑名单。

对此，沈阳理工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任伊宾教授笑
着表示：不锈钢可没有这么“不堪
一击”，只有含13%以上铬元素的
钢材才能担得起不锈钢之名，合
金元素铬能确保不锈钢表面钝化
膜的形成，起到对不锈钢基体的
保护作用。在 GB9684-2011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中，更对食具用
不锈钢材料有明确要求。通常情
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
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
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
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
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
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

“不过不锈钢也并非‘金刚
不坏之身’，在遇到酸、碱、盐等
腐蚀性环境时，腐蚀的情况还是

可能发生，并导致部分合金元素
溶出。”任伊宾介绍，因此国标
GB9684-2011 中还重点要求了
铅、铬、镍、镉和砷的溶出量限
制，测试条件是日常生活中几乎
不可能遇到的苛刻条件，需要在
4%浓度的醋酸中煮沸 30 分钟，
在室温放置 24小时后分析其中
的金属含量，不锈钢器皿的各种
合金元素溶出量都低于 0.5 毫
克/平方分米。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的
副教授王浩表示，在食品学领域
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抛开剂量
说毒性”，像茶叶、枸杞、碳酸饮
料等，虽然本身具有酸碱性，但
是非常微弱，别说茶垢了，即使
连续泡几天，对于符合标准的不
锈钢杯，也完全不用担心会有合
金元素的溶出。即使有微量的
合金元素腐蚀溶出，食具用不锈
钢中的铬、镍、锰、钼等合金元素
也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
素，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虽然不锈钢保温杯没我们
想象的那么脆弱，但是消费者
选择保温杯的时候，一定要选
择符合质量标准的食具用不锈
钢保温杯。正规厂家和品牌，
都会在标签中标明不锈钢的牌
号或者化学成分含量。”任伊宾
特别提醒消费者，对金属元素
过敏的人，一定要根据所标注
的不锈钢牌号上网查询一下相
对应的不锈钢具体成分。例如
镍过敏患者最好不要选择304不
锈钢产品，而对锰过敏的患者
则不要选择低镍含锰的不锈钢
产品。

不锈钢保温杯泡茶有损
口感

“使用不锈钢材质的保温杯
虽然不会中毒，但是长时间的高
温环境有可能影响部分食品的
营养和口感。”王浩介绍说，比如
保温杯泡茶，就会影响到茶水的
口感。那是因为茶叶中含有茶
多酚、单宁、芳香物质、氨基酸和
多种维生素等物质，当用开水在
茶壶或普通玻璃杯中泡茶时，茶
叶里的活性物质及风味物质很
快就会溶出，茶香四溢。而用不
锈钢保温杯泡茶会持续保温环
境，相当于用高温水不断煮制茶
叶，长时间的高温，会使茶叶中
茶多酚溶出得极为充分，同时活
性物质和芳香物质受热被破坏，
导致茶汤品质也会被破坏，茶汤
色浓，颜色发暗，味道苦涩。

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
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
杯盛放。这是因为细菌在合适
的温度下会大量繁殖，对于食物
的存储，只能是灭菌或低温（延

缓腐败变质）保存的方法。豆
浆、牛奶等富含营养物质，长时
间在合适的温度储存，微生物就
会大量繁殖。豆浆、牛奶一旦长
菌，很快会酸败、变质，外形上产
生絮状，呈豆腐脑状，食用后会
导致腹泻等。因此对于这类饮
品，最好在 3个小时内饮用。要
是想让豆浆、牛奶放更长时间，
得先用沸水将保温杯浸泡烫洗
一遍，杀死里面可能存在的细
菌，然后再倒入豆浆、牛奶。

对于中年人最爱的枸杞，王
浩也不建议使用保温杯长时间
冲泡：“枸杞用不锈钢保温杯冲
泡虽不会产生危害健康的物质，
不过热水泡枸杞时，如果热水的
温度超过了80摄氏度，并且长时
间把枸杞泡在高温的水中，那么
枸杞中的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很
多都会流失。而且用枸杞泡水，
其中的药效并不能完全发挥出
来。由于受水温、浸泡时间等因
素的影响，枸杞中只有部分药用
成分能释放到水或汤中。”

不锈钢保温杯泡茶泡出重金属？
专家：不锈钢没有这么不堪一击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丹气） 记者昨日从市气象
部门了解到，新一轮的冷空气
已经“到货”，预计近期最低气
温将再次下降到个位数，最高
气温也有一定下降，提醒大家
做好保暖工作。

上周，大家刚刚领略了一
波冷空气的威力，可它撤退得
太快，并没有造成持续性的影
响。刚刚过去的周末，没有了

冷空气的影子，气温反倒有所
上升，体感温度并不太冷。虽
然这样的气温令人庆幸，但是
新一波冷空气却已经悄悄上路
了。

根据气象部门昨天下午发
布的寒潮警报、大风警报，目前
北方有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移
南下，受其影响，未来48小时内
我市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下
降 10℃以上。其中，19 日早晨

最低气温可达4℃，并可能伴有
陆上 5 到 7 级、江河湖面 6 到 8
级的偏北大风。

今天，我市是阴到多云天
气，西北风 5~6级阵风 7级转偏
北风4级，早晨最低气温仅7℃，
白天最高气温下降到 12℃左
右。总体来看，本周前期全市
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后期恐怕
还有雨水来袭。

寒潮来袭 注意防寒保暖
近期天气预报：

今天全市雨止转阴到多云，西北
风5~6级阵风7级转偏北风4级，早晨
最低气温：7℃左右，白天最高气温：
12℃左右。

19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4℃到 5℃，白天最高气温：13℃左
右。

20日全市晴到多云，早晨最低气
温：9℃到 10℃，白天最高气温：17℃
左右。

秋天早晚温差大，空气干
燥，气候的变化直接导致皮肤
表面的皮脂腺与汗腺分泌减
少，皮肤角质层水分减少，所
以会感觉皮肤干燥、紧绷、脱
皮等。“燥”为秋季的主气，
燥气伤人，以耗伤津液为主，
故见皮肤干燥、口鼻黏膜干
燥、干咳等症状，治疗应以滋
养阴液、润燥为主。

广州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刘
敏怡主治中医师介绍，秋冬季
节皮肤干皱起皮，是大部分人
都会遇到的皮肤问题，当我们
皮肤的皮脂分泌不足，角质层
含水量下降，皮肤就会变得干
燥粗糙，导致皮肤屏障功能受
损伤，出现干皱起皮、脱屑、
斑疹、丘疹这些类似于癣的改
变，但并不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癣，而是乏脂性皮炎的表现。
此时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加强对
皮肤的护理：使用保湿乳，如

鱼肝油、尿素霜、维生素E乳
膏等缓解皮肤干燥引起的紧
绷、瘙痒等不适感。

另外，应避免容易造成皮
肤水分流失的因素，如秋冬季
节减少洗澡次数，避免用过热
的水洗澡，每次洗澡时间不能
太久，洗完可全身涂抹润肤
乳。生活应规律，不能熬夜，
精神放松，内衣内裤等贴身衣
物应使用纯棉材质、宽松，以
减少对皮肤的不良刺激。

饮食上宜清淡，避免辣
椒、胡椒等辛辣刺激食物，避
免饮酒、咖啡、浓茶等。可多
食用滋阴润燥的食物，如黑芝
麻、雪梨、百合、银耳、蜂蜜
等以防秋燥；多吃富含维生素
A、B、C 丰富的食物，有助
于皮肤的代谢，提高皮肤和黏
膜的体抗力；多吃新鲜水果和
蔬菜、牛奶、蛋类等。

秋季皮肤脱皮 多保湿少洗澡 吉林多地雪场开门迎客
新华社电 17日，伴着漫天

飞舞的雪花，长春滑雪发烧友靳
欣拐着S弯从长春庙香山滑雪场
的山坡上滑下。“太爽了，等了一
年，终于‘开板’了！”靳欣说。

经历几轮降雪降温天气后，
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滑雪场、吉林北大壶滑雪场、长春
世茂莲花山滑雪场、长白山国际
度假区滑雪场等多家滑雪场近日
陆续开门迎客，新一年的冰雪旅
游季拉开大幕。

记者了解到，在 2019-2020
年雪季，吉林省各大滑雪场均有
不同程度的提档升级。长春庙香
山滑雪场比去年新增了一条初级
雪道和两条高级雪道，目前滑雪
场共有十条高山雪道。处于世界
滑雪黄金纬度42~46度的长白山
国际度假区滑雪场，每年有5个
月的超长雪期，今年还打造升级
近 800 平方米的“布迷冰雪乐
园”，雪人DIY、雪滑梯、雪爬犁等

也能让孩子们玩得尽兴。每年冬
季，到吉林省赏冰玩雪已成为众
多海内外游客的选项之一，这也
助推吉林省形成了冰雪休闲、温
泉养生、冰雪观光、冰雪民俗四大
旅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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