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编辑：贺丽华 组版：孔美霞 校对：吴润仙 05民生·最关注

“有希望了，我们终于等
来了 21世纪发明的新药，它能
够有效修复病变细胞。服用
后， 3 秒钟就能找到病变细
胞 ， 10 分 钟 就 能 发 挥 作 用
……”家住司徒镇的村民薛大
爷爱听广播，一个多月之前，
薛大爷几乎每天都能在某电台
的广播中听到这段熟悉的话。

2020 年 12 月 6 日，薛大爷
拨打了广播中反复提到的一个
热线电话，并花费 1690元购买
了一款“新药”。没承想，“新
药”到手后，薛大爷发现，该
药与广播中描述的“新药”并
不一样。

带来希望的“周博士”

“节目中，周博士主要推
荐了三种药品，分别为‘扶正长
寿方’‘强力健身胶囊’和‘黄
河口服液’，说这些药品含有多
种小分子炭和细胞激活胺，能
治好诸多‘老慢病’，例如心脏
病、糖尿病引起的各种并发
症、中风偏瘫及后遗症，此
外，还能治好各种风湿骨病。”
这位“周博士”何许人也，薛
大爷并不清楚，他从广播里曾
听到过介绍，说“周博士”是
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高人”。

薛大爷走到哪儿都离不开
一根拐杖。“我中风偏瘫已经
12年了，还患有糖尿病及并发
症。”多年来，薛大爷寻医问
药，但效果寥寥。“当时，我拨
打热线电话询问，像我这种情
况，那些药能不能治。客服人
员没有询问我一个问题便十分
肯定地告诉我能治。”薛大爷
说，他在电话中表示要购买一
款名为“扶正长寿方”的药。

“我先买了 3个疗程的药，一共
1690元钱。”薛大爷说。

药名不同，疗效一致？

2020 年 12 月 8 日，在下单
两天后，快递员将薛大爷买的
药送到了其家中。拆开包裹一
看，薛大爷愣住了，“根本不是

什么‘扶正长寿方’，而是一款
名为‘参鹿扶正胶囊’的药。”
薛大爷说，包裹中一共有 9 盒

“参鹿扶正胶囊”，算下来，每
盒近200元。

“我以为是他们搞错了，
便又打热线电话过去询问。结
果，客服人员说，药名不同不
要紧，节目中宣传的就是这款
药，疗效和节目中说的是一样
的，不会错。”薛大爷仔细研究
了该药的说明书，“说明书上写
得很清楚，这药主治高血压、
心脏病、糖尿病、肝病、肾病
等慢性疾病，而且服用者应在
医师指导下服用。说明书中甚
至没有提到中风偏瘫的内容，
这与先前节目中所介绍的并不
相同。”

薛大爷说，他坚持服用了
一个月的时间，但并没有见到
效果。更让薛大爷感到不满的
是，当他向热线客服人员表示
要退货时，客服人员却一口拒
绝了。“广播节目中，周博士承
诺过，如果药品无作用保证退
款。现在，吃了药没有效果，
我上哪儿去找这个周博士说理
去呢？”薛大爷有些无奈。

药店没有的“新药”

那么，这款“参鹿扶正胶

囊”究竟是什么药品呢？记者
拨打了薛大爷提供的热线电
话，但电话无人接听。记者走
访了心连心药店、万家福大药
房以及全民大药房等多家药
店，却无一家药店销售该药
品。“我们没有听说过这个药，
在公司内部系统中也查不到这
个药。”全民大药房一位店员
说。

市人民医院药剂科医师根
据国药准字号进行了查询，发
现确实存在“参鹿扶正胶囊”
这款药。不过，人民医院药房
内并没有这款药。“虽说系统内
能够查到这款药，但并不意味
着薛大爷买到的就不是假药，
这仅从药品包装是无法判断
的。”市人民医院一位医生说，

“市民不该听信广告购药，购买
药品最好去正规药店或医院购
买，根据医嘱或在医生指导下
服用。”

村民薛大爷买药记
本报记者 马骏

图为村民薛大爷通过某电台广告购买的“新药”。记者 马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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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凛冽，却挡不住社区送温暖的脚步。近日，华南新村社
区向辖区的空巢、孤寡老人等送去了爱心棉被，与他们聊家常，了
解他们的生活近况，提醒他们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并叮嘱他们
注意冬季用电、用火安全。

（记者 陈晓玲 通讯员 李淑君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丹阳市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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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

国健（江苏）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健（江苏）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健（江苏）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菲林格尔家居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伟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锐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天元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江苏新通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交价（万元）

2456.6

410.3

37.6

2077.8

2847.4

1262.0

2026.9

131.3

272.5

丹阳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
出让成交公示

经市政府批准，我局采用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下述地块的工业项目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成交情况公示如下：

丹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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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成一股绳 攥紧拳头干
——政协委员围绕“产业强市、家园建设、民生共享”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郡玉 尹媛 旦平 丽萍

在昨天下午的小组讨论中，
政协委员纷纷进入“角色”，聚焦
黄书记提出的凝聚众智、汇聚合
力，围绕“产业强市、家园建设、
民生共享”分享感悟、共谋良策、
同话发展。

产业速度
让城市“跑起来”

一个项目就是一面镜子。
自经济发展加速键启动以来，我
市各地在政策端“发力”，在落实
中“给力”，在服务中“聚力”，全
力以“复”抢项目、盯项目、备项
目。比学赶超、争先抢先之下，
干事创业的强大气场在这里凝
聚、升腾。

“黄春年书记讲话中提到，
发展是丹阳的第一要务，产业是
发展的最强支撑。我们要始终
坚持产业强市战略不动摇，紧盯
转型升级主线不松劲，进一步做
大新兴产业规模、提升传统产业
质态。”市政协委员、丹阳港奇车
辆部件有限公司负责人贺烈对
此提出“关于注重培养本土小微
企业的几点建议”的提案，他表
示，本土企业和小微企业在发展
过程中存在着不能与外来客商
同等享受各类政策、企业存在用
地难、融资难等各类问题。我们
各级党委、政府要注重关心本土
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为他们
提供相应的优惠政策，帮助他们
搭建融资、信息平台，从而使本
土企业做大做强、小微企业遍布
各镇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
力军。

眼镜产业作为我市支柱产
业，如何改变技术、市场在外，代
工、加工在内的窘境，加快镜企
转型升级？

工业组政协委员、明月眼镜
集团总裁谢公兴对此十分感慨，
他表示，此次疫情不仅使依赖出
口的大部分企业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更暴露了我们企业缺乏
核心竞争力和品牌意识不够的
问题，因此要抓住内循环的机

遇，以转型升级丰富产业结构，
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提质，逐步
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
现代化。

经济发展离不开人才，但
“用工难”问题长期困扰着我市
各大企业，工业组政协委员、市
工商联主席谢丰羽提出要齐心
协力化解“用工难”的提案，她表
示，“用工难”问题在传统制造业
中尤为突出，甚至出现了后继乏
人的困境，面对这种情况，我市
不仅要为企业开展定制化的人
才、用工招引服务，充分发挥我
市职业教育优势，更要完善人才
留丹的政策，注重企业文化建
设，从而让年轻的劳动力进得
来、留得住，夯实产业强市的“硬
核支撑”。

家园和谐
让城市“美起来”

“黄书记在会上提出，今年
我市要在美丽家园建设上展现

‘丹阳风采’。我觉得，在城市中
有个规模景区将十分契合这一
目标。”市政协常委、城管局信访
室主任吴文俊直言，立足我市既
有现状，科学整合万善公园、海
会寺旅游资源，打造丹阳“海会
云集·万善同归”规模景区，不失
为一个可行之举。

据吴文俊介绍，万善公园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建成并对外
开放，公园原占地面积约 130 亩
（含原博物馆），园内核心建筑是
明崇祯年间“万善塔”。2014 年
我市对万善公园扩建，改造后公
园面积达 190余亩。始建于明朝
万历年间的海会寺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近年来经修整新建，
截至 2020年底土建基本完工，一
座占地 80 余亩的大型寺院建筑
群已经呈现出来。“海会寺与万
善公园整体面积达 270 余亩，如
果科学有效整合，打造成规模景
区，将进一步助力我市城市旅游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吴文俊说，
海会寺与万善公园的融合无须

大拆大建、大改大变，可从整体
风格统一、细处有机整合入手，
柔和打造协调一致的规模景区。

“要带着人文情怀保护好历
史街区的传统风貌，让城市更具
现代感、更有丹阳味。”黄书记的
这句话说到了市政协常委、市规
划展示馆馆长王婷的心坎里。

她说：“历史建筑，是一座城
市的历史与文化肌理，三吕故
居、九里季子庙、柳茹古街、张家
大院等历史建筑近两年经过不
同程度的打造，都成了网红打卡
地，在厚植历史记忆的同时也繁
荣了地方经济。而西门大街这
片浓缩丹阳历史记忆最多的街
区，数十年来，拆与不拆？怎么
拆？拆到哪里？准备怎么改？
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热点、焦点
问题。”王婷建议西门大街片区
改造要融入“少拆多改注重传
承”“系统谋划分类施策”和“以
用促保活化建筑”的原则，在改
造过程中以保护传承、优化改造
为主，拆旧建新为辅，深化片区
城市设计，让历史建筑能用起
来、活起来。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贯彻落
实国务院关于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加强节能减排工作部署
的要求，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丹阳
坚持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道路的具体体现。

市政协委员、市城市管理局
局长汤军表示，充电设施作为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基础保障和关
键环节，直接影响着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前景与未来。“据统计，我
市目前共设置了充电桩站点 27
个，交流充电桩 67 个，直流充电
桩 101 个，而全市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约 700 辆，远远无法满足需
求。”汤军说，公用充电桩数量不
够、利用率不高、部分小区物业
对私家车位安装充电桩设置障
碍等一系列问题，都制约了我市
充电桩基础设施的建设，这都是
亟须解决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
共同努力，才能更好提升新能源

汽车的消费信心。他建议，要坚
持规划引领，在对目标客户群众
的运行规律、充电停放地点及时
间等各方面情况作出综合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充电基础设施的
分布式布点，同时针对充电桩停
车位被燃油汽车占停的现象，出
台相应的处理办法，提高充电桩
的使用率，让城市出行更绿色。

民生热力
让城市“暖起来”

作为“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集中力量解决影响群众
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的落地
实践，市政协委员、丹阳市鑫桥
税务师事务所所长臧梅荣与委
员周宇静、赵秀芳提出了“关于
加快我市老旧小区安装电梯”的
提案。

“多层建筑安装电梯是一项
民生工程，可解决住户特别是年
老体弱住户上下楼不便的问题，
也是从根本上改善老旧小区居
住环境的有效举措。”他们在提
案中指出，近年来，许多城市陆
续开展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
作，上级及周边城市也有一些可
鉴经验，而我市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和一些多层住宅住户一直
十分关注加装电梯问题，并多次
呼吁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快推
进相关工作。“我们希望市级层
面能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尽快
启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有
关职能部门在做好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情况调查摸底的基础上，
结合我市实际尽早制定出台相
关工作方案；要开通绿色服务通
道，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
审批手续；要加强多部门协作，
共同推进相关工作，特别是社区
和物业管理部门要发挥协调作
用，帮助业主协调加装电梯的相
关工作。”

市政协委员、市国际投资促
进服务中心主任郝璐提出了“关
于南门大街交通改造提升”的提
案。

“南门大街是新民中路与西
环路连接的主要通道，地处八佰
伴商圈，该片区居民人数众多，
每天从此路通过的车辆不计其
数。但是此路段路面狭窄，尤其
是开泰路、南门大街路段之间几
处‘咽喉’卡住道路，往来车辆时
常被堵，特别是在上下班、上下
学时段，南门大街道路拥堵，秩
序混乱，并且中间还有一座开泰
桥更是给交通安全带来重大隐
患。”郝璐说，南门大街路段经常
有私家车辆停在路边，造成几个
地方成为道路的“最狭窄处”，无
法会车，一旦双方无法相让，就
极易造成严重堵车。针对现场
调研实情，郝璐围绕“将南门大
街道路中间的花坛移除”“将南
门大街改为单行道”“加强非机
动车管控”等方面提出建议。“南
门大街道路中间有花坛，此处道
路本身就比较狭窄，此花坛严重
阻碍车辆通行，建议此花坛应当
挪移或者拆除。同时，如果将道
路改为单行道，或将从根本上解
决出行拥堵问题。此外，还要对
两侧随意停放的非机动车加强
管控。”

“黄书记在讲话中希望全体
政协委员要集中力量解决影响
群众日常生活的‘关键小事’。”
市政协委员、界牌镇党委副书
记眭强说， 2020 年界牌通过

“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制度有
效推进了界牌镇金帝商贸城内
道路硬化、绿化、环境改造工
程和推进界牌新村自来水网改
造工程，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
重，就是把讲话要求落实到具
体履职实践中，多出推动之
力、多谋落实之策。

思想在深化，共识在凝聚
……从经济发展到城市建设，
从美丽建设到民生保障，委员
们以高度的责任感，谈发展、话
民生，一个个提案，一场场讨论，
反映的是社情民意，彰显的是责
任担当。站在新的起点眺望，曲
阿大地草木蔓发，万象更新。

人民重托，责任如山。昨天，出席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的258名政协委员满怀信心陆续

步入会场，共赴盛会。他们带着使命和思考而来，带着人民群众的心声和重托而来，带着对丹

阳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真知灼见而来……

2020注定不平凡，2021必将更精彩！市委书记
黄春年在市政协十五届五次会议开幕式上说，2021年
是“两个大局”交织、“两个百年”交汇、“两个五年”交接
的重要节点，更是建党100周年，具有特殊的里程碑意
义。站在全新的起跑点，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凝聚
众智、汇聚合力，快步急行、务实苦干，在产业强市赛道
上跑出“丹阳节奏”，在美丽家园建设上展现“丹阳风
采”，在民生共享答卷上提升“丹阳温度”……精练的话
语，激荡在每一位委员的心中。大会现场，掌声响起。
这掌声，是信心，更蕴含着坚定的力量……

当下，丹阳该以怎样的状态和干劲开启新征程？
黄书记的讲话发出强烈的信号：新时代时不我待，需要
全体丹阳人以“起跑就冲刺、开局即决战”的姿态，同心
同向，凝聚强大向心力；同频共振，多方合作“拧成一股
绳，攥紧拳头干”；同轴运转，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用
“快步急行、务实苦干”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
出新贡献。

政协委员在分组讨论中。记者 萧也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