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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397691QQ号:
847451695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微信号:
miumiu19890815

广
告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招 商
●售养老办学场地13348937994

声明·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小燕子幼儿园
财务专用章（号码5101075028
97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青羊区家厨一品堂餐馆遗失
原地税发票领购簿（税号5101031
95710193124）声明作废
●王媛购金沙鹭岛三期6-1-18�
02的购房票据（契税16503元，房
款457677元）遗失作废。
●成都众一联行企业咨询有限公
司（注册号:510104000052906）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
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陈通、王莉莎购买成都市成华
区青衣江路339号佳年华广场公
寓2栋17楼4号，5号房的购房首
付款票据遗失 (票号:0016894，
0016895；票面金额:分别15万)，
特此声明作废。
●本人仲玲因遗失光华尚居购
房款定金收据原件 (编号：
1710372金额：￥10000.00)及首付
款收据原件 (编号：1710736金额：
￥267986.00),特此登报。

●高新区李静自留田餐厅，税
号 ：92510100MA6CH8AP1K 遗
失增值税发票 259份， 代码
051001800107，起止号29781401
-29781700，特此声明

事件回放
故事1：苏女士32岁，2015年5月

店铺装修1月即入住。12月牙龈出血、
血细胞减少，依据不足未确诊、未用
药。2016至2017年血细胞一直较低，
拒绝专科检查。2018年10月，20天
高热、血液指标恶化：白细胞0.98（正
常应＞4）×10^9/升、极重度贫血、皮
肤口腔出血，诊断急性白血病。

故事2：顾先生45岁，平素烟酒、
应酬多、血脂高。2018年2月因头痛查
出高血压：收缩压150mmHg、舒张
压95mmgHg，常服“头痛粉”止痛且
有效，但并不监测血压。半年后饮酒
过量而剧烈头痛，收缩压爆升至
230mmHg并迅速昏迷，脑CT：大面
积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

松山医话
1、疏忽酿祸
重大疾病常始于微小异常，

要么轻微病痛，要么检查时发现
指标会超过正常值边缘或者范
围，有小幅度的异常或者波动。由
于并不明显而容易疏忽大意，普
通常见病和疑难危重病都有所
见，百姓是不能区分两者差别的。
应对的措施要么是听之任之，要

么随意处理，很少知道对异常指
标的复查追踪，只要没有大碍也
因生活忙碌而习以为常。很多小
毛病有时也真是挺过去了，而小
毛病如果是发生于肿瘤、心脑血
管病等各种大病的持续加重，严
重的后果从未放过任何人，多以
突然爆发形式进展，与缺乏医疗
常识、病情量变发生了质变有关，
也是隐患的集中释放。

3年前房屋装修的有毒环境
表现轻度的血细胞减少，还是发
病的“低危期”，及时诊治能够阻
止进展为难治性白血病。持续异
常未惹祸端给苏女士产生了错
觉，以为没有确诊并无大碍，却不
知隐患不除掩藏大病，近期高热、
贫血、出血属大爆发。

2、自作主张
生病看病误区源于：医院排

长队、检查花时间、看病数分钟、
开药一大堆，有了看病难、看病贵
的感受，大多不愿看病而延误诊
治；生活饮食习惯不良，年龄增加
而带来诸多患病的隐患；迷信食
补药补等养生方式、小窍门能够
防病，甚至自作主张地处理而忽

视规范诊治的意义。生了病就想
快速治愈，期望值过高不面对客
观事实也是问题的根源。对看起来
症状轻微，实际隐患重重的问题，
凭自我感觉良好、症状缓解作为疾
病改善的依据和身体健康的标准，
其实是混淆了表相与真相的差别，
非医学专业是不能客观认识的。

顾先生高血压与平时应酬多
而饮食习惯不健康有关，本来控
制血压的用药简单易行，不会影
响生活也不致命。血压升高是本，
伴随的头痛是标，治疗目标如果
标本倒置只针对头痛，长此以往
高血压难免失控而突发意外，如
果发生脑出血就是致命的危急重
症，虽积极抢救也不一定奏效。

3、健康有道
“讳疾忌医”古今有之，面对

发现的异常没有带来严重后果就
心存侥幸，对可能的危险没有专
业嗅觉。要么就是通过简单方法
处理而涉险过关，碰到重病大病、
突发意外就无可奈何了。“自我感
觉良好：并不是健康的标志却容
易给人带来错觉，是通往健康长
寿之路的最大障碍。降低重大疾

病风险的关键，还是要靠专业的
诊治、定期的监控，以及基于临床
医生而不仅是普通的养生小窍
门。当疾病错综复杂、难以决断
时，医生也有看错病、没效果的时
候，何况道听途说、擅自做主的百
姓用药呢

对不能解释、不能确诊的异
常症状或者指标，应该意识到：
健康状态外与疾病状态实际处
于两个极端，在两者之间还有
很大的中间地带，是亚健康状
态和达不到西医诊断和用药标
准的空白地带。疏忽大意的结
果是：要么恢复健康，要么进展
为难治性重病，而尝试中医药
的辨证用药，是否能发挥一定
的防范作用呢？

《松山讲坛》讲座：
地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学术厅。题目：1、2018.12.08，
如何认识带“↑、↓”箭头的验血
指标。2、2018.12.22，吃得好补得
好纠正不了贫血。3、2019.01.05装
修及有毒环境有何重大隐患。4、
2019.01.19，药酒大滋大补，但久
喝伤害更大。

砥砺十一载 聚力再出发
2018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中国大赛

总决赛落幕
2018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中国大赛总决

赛于22日-23日在梅赛德斯-奔驰上海培训中心举办。
从备赛到决赛，经过长达200多天的角逐晋级，共有来
自全国500多家经销商、近5000名一线售后服务人员参
与。总决赛经过2天的角逐，最终成都怡星仁孚代表队
从晋级决赛的3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摘得了大赛的团
队总冠军，广东仁孚怡邦和郑州利星代表队分获亚军
和季军。从理论到实践到团队配合，他们凭借精湛的维
修技艺和出色的协作能力再一次彰显梅赛德斯-奔驰
客户服务业务的综合素质和整体实力。

“客户服务的关键是坚持聆听市场的声音，不断
满足并超越客户期待。梅赛德斯-奔驰客户服务始终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通过系统的培训认证体系和多
样化的技术提升平台，在华培养了超过8，000名认证
技术服务人员；并通过不断精进技师的技术水准提
升客户服务的整体技术实力，为客户驾车无忧出行
保驾护航。”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执行副总裁柯安宸（Andreas Kleinkauf）先生表示，

“未来，梅赛德斯-奔驰客户服务将进一步深化‘以客
户为导向’的战略转型，与经销商伙伴携手一同用品
质、创新和呈现品牌价值的产品与服务，为客户带来
更透明、更便捷、更卓越的用车体验。”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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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无畏，
追悔莫及！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主任
主任医师/教授、四川省拔尖中医师
微博：四川省中医院血液科刘松山
微信公众号：松山医学在线

大量身份证买卖信息充斥贴吧

“买个身份证！85年以下不要，
男的”，11月13日，某用户在百度

“三和大神吧”发帖求购身份证，当
日，就有多名卖家在评论中留下联
系方式，其中一位声称“来珠海，50
卖你，好几张，随你挑”。

“身份证掉了，想收一个”“来张
身份证，男，25岁”……在该贴吧，类
似的字眼不胜枚举。对于部分用户
来说，身份证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
证件丢失后第一件事不是补办，而
是发帖留下年龄、性别甚至相貌特
征，等待卖家主动留下联系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卖家捡到
身份证后直接到贴吧上销售。同样
只需留下证件的相关信息，就有买
家上门咨询。

贴吧上充斥大量身份证买卖
信息。

在“龙华三和吧”“贵阳吧”等
贴吧，类似的帖子均有出现。记者
搜索“买身份证”关键词发现，为了
躲避监管，大量卖家选择在贴吧个
人主页上发布“哪里可以买到身份
证”等类似问题，随后以自问自答
的形式留下联系方式，相关信息达
到上百条。值得一提的是，多个账
号发布的信息下都有来自“株洲网
警”要求删除信息的回复。

记者随机联系几名卖家询价
后得知，一张身份证的售价往往在
100-300元之间，而部分专业从事
该生意的卖家定价则相对低廉，其
中一位表示，“50元一张身份证，
300元可带银行卡和手机卡”。

部分卖家还提供“定制”服务，
买家可选定“圆脸”“小眼”等相貌
特征，或发出自己的照片，卖家选
出头像与之相似的身份证，随后双
方通过快递或线下的方式即可完
成交易。

买来的身份证有多少用途？

根据几位卖家的说法，这些被
交易的身份证大多是“收购”或“捡

来”的。一位曾做过网管的卖家告
诉记者，其手中的证件都是他工作
期间顾客遗失的。

那么，这些身份证都被用在了
哪些地方？记者以买证为由咨询了
贴吧上多名卖家。

其中一位表示，买证就是为了
上网。贴吧上多名用户的发帖信
息也证实了该说法，在“阜阳吧”，
一名用户发帖表示“因为网吧开
业，收购废弃并且满18岁的身份
证3张”。

此外，有卖家提示可以用来住
酒店，当记者质疑照片与本人不一
致能否通过检查时，对方回应称：

“人都是会变化的，挑个像一点的，
只要不去住大酒店就没有事。”

记者与部分卖家沟通得知，丢
失的身份证可用来开房，洗钱等。

另有卖家推荐了几张80后的
身份证并表示可以用来开网店和
坐火车，而在贴吧上，同样有多名
用户发帖称因开网店需要，收购多
张身份证。对此，一名网店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如果网店涉嫌销售违
法或盗版侵权商品，用他人的身份
证注册便可转嫁风险，不仅如此，
如果店主以网店名义进行贷款，身
份证原主人还有可能面临征信问
题。

记者梳理了今年以来媒体的
相关报道后发现，冒用他人身份证
的案例在多地均有出现，而涉及的
用处五花八门，包括注册网约车、
开办公司甚至诈骗等。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身份证
丢了，再去挂失补办一张新的就行
了，因此倒卖丢失的身份证似乎并
没有什么意义。其实挂失后，身份
证中的电子芯片仍然可以识别。”
业内人士表示。对此，记者询问公
安部第一研究所证件技术部相关
人员，对方表示，从目前技术角度
而言，证件丢失后，其芯片依然可
以使用。

如何避免身份证成“隐形炸弹”？

对失主来说，丢失的身份证就
像一枚“隐形炸弹”。浙江大学光华
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表示，现行的
二代身份证不像其他卡片有电子
密码等功能，挂失后无法通过修改
密码的方式停止卡片使用，其相关
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

“目前的二代身份证仍有不完
善的地方，像网吧、酒店这些需要
身份登记的地方，只能通过身份证
读取公民出生年月日、性别等基本
信息，但看不了身份证遗失或补办
信息。”浙江凯旺律师事务所律师

蔡湘南说，因此才会有不法人员不
惜费尽周折，购买跟自己长相相似
的身份证。

对此，蔡湘南建议，首先应从
技术上尽可能地消除漏洞。“未来
第三代身份证可增加指纹识别、挂
失申报系统，这样会增大对身份证
的保护力度。”

今年4月起，央行在部分地区
开展失效居民身份证信息核查试
点工作。银行将通过联网核查系统
核查居民身份证是否挂失、失效，
以验证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性。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
座研究员夏学民认为，从法律上来
讲，身份证挂失行为之后发生的冒
用，身份证本人可以不承担法律责
任。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挂失之后
仍然被冒用所遭蒙受的损失，要想
追回，付出的代价极高。“关键还是
要加强系统联网，例如中国铁路系
统、银行系统、人力社保系统、婚姻
登记系统、教育系统等，要主动和
公安部的户籍身份证信息管理系
统打通，实现联网数据比对，即使
不能做到实时更新数据，至少每天
更新一次数据，这样被冒用的风险
也会降低。”他说。

福建重宇合众律师事务所律
师涂崇禹认为，贴吧作为一个有着
较大影响力的平台，应承担起日常
审查的责任，防止成为不法分子从
事违法行为的工具。他建议，贴吧
应采取技术手段，过滤相关敏感
词，对于无法及时屏蔽的词汇，加
强定期审查和日常监测，与此同
时，对于用户举报的违法信息，确
认属实后应及时删除。

蔡湘南表示，刑法第二百八十
条第三款明确规定：伪造、变造、买
卖居民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
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
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新华社）

小心！你丢失的身份证
也许正被人以50元价格销售

11月27日，历经36个月的紧张施
工，宜宾南溪长江公路大桥主桥顺利合
龙，摆渡了千年过江的长江南岸江南
镇、马家镇及长宁县靠江的部分地区，
终于可以乘车或驾车往返于南溪城区。
长江大桥通车之日，也是四川最大的轮
渡码头——江南镇半月寺码头退出历
史舞台的日子。

据介绍，宜宾南溪长江公路大桥，
坐落于南溪主城区与江南镇之间，横跨
长江，是四川省首个“渡改桥”PPP 模
式建设项目，被列入国家规划的长江干
线新建过江通道重点项目，也是四川省
政府新规划省道 S437 毗卢-长宁的重
要 控 制 性 工 程 ，被 纳 入 四 川 省
2013-2017 年农村渡口渡改桥重点项
目。大桥总投资6.5亿元，桥塔采用花瓶
形塔，为世界首例两侧边跨形式及跨度
均不对称的双工字形叠合梁混合梁斜
拉桥。

据了解，南溪长江大桥的建设，不
仅面临施工难度等方面的考验，还面临
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因此，“尊重环境，
打造注重环保的绿色工程”成为对大桥
建设的要求。

原来，宜宾南溪长江公路大桥跨越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核心区，为了减少大桥的建设对
该自然保护区的影响，项目对大桥交界
墩与北岸之间的引桥桥墩进行了优化，

减少1个引桥桥墩，增加了现浇段桥梁
跨度，将南岸主桥墩向南移 12m，通过
调整，大桥减少占用保护面积 899 平
方米，减少比例为41.26%。

南溪是长江上游一座千年古城，长
江天堑将江南镇、马家镇分隔到了南溪
城区对岸，千百年来，江南一侧的群众
全靠渡船出行。从江南镇半月寺码头前
往城区，原有两条轮渡航线：一条通往
西街外的老码头，一条通往下游三百米
的广福门，是四川现存最大轮渡码头。

“广福门码头已经有几十年历史，老码
头则是千年码头。”如今大桥通车在即，
老码头已经封航停渡，只有广福门码头
还有两艘轮渡船往返摆渡。每天运送人
员少则千余人，多则数千人。

记者注意到，很多江南镇的农民
运送柑橘、蔬菜到南溪城区卖，一筐
柑橘轻则数十斤，重则一百多斤。运
输成了当地农民最大的生产成本，

“从地里收上来，要找车运到江南半
月寺码头；装船过江后又要找车运进
城区，卖一次水果蔬菜，光车船费就
要花 40 元左右。”大桥开通后，他们至
少节省一半运费。

据介绍，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正在制
定方案，南溪长江大桥通车后将增开江
南镇至南溪城区的公交线路，当地群众
将结束摆渡过江的历史。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身份证丢失后，补办一张新的即
可高枕无忧？近日记者调查发现，丢失
的身份证并不意味着功能失效，由于
目前身份证存在的技术弱点，部分商
家借此从事违法生意，在百度贴吧以
50-300元一张的价格公然收售身份
证，而这些成为“商品”的身份证，往往
被用于非法用途，带来诸多后患。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8 日从财政部
获悉，从下月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将施行新规，年度离岛免税限额将由
1.6万元增加至3万元。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的公告显示，为实施更加开放
便利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促进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三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
策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

调整之一是，将离岛旅客（包括岛
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限
额增加到3万元，不限次。

与此同时，增加部分家用医疗器械

商品，在离岛免税商品清单中增加视力
训练仪、助听器、矫形固定器械、家用呼
吸支持设备（非生命支持），每人每次限
购2件。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2011年4月20
日正式落地，7 年来，相关政策经过数
次调整，分别对政策惠及人的年龄、离
岛免税商品品种、免税购物限额、购物
次数限制、销售方式等进行完善，持续
释放政策红利。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海南免税
购物累计参购147.3万人次，销售703.4
万件商品、金额52.9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22.6%、32.2%和24.1%。

海南离岛免税再升级
年度限额增至3万元

南溪长江公路大桥主桥合龙

四川现存最大轮渡码头
将结束摆渡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