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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通知：为响应“吃动两平衡”健康生活方式倡议

高科技计步器BMI腰围器免费发放
人一过50岁，各种慢性疾病就会缠身，光

靠吃药根本不能预防，更难以治疗。早在2007
年，卫生部就发出了121号召：“日行一万步，吃
动两平衡，健康一辈子”。告诉中老年人要养成
科学饮食、合理运动的健康生活方式。
为了将行动落到实处，在相关单位的支持

下，“吃动两平衡”健康生活方式推广行动在全
国启动。行动第一步将向市民发放健康生活六
件套（精品盒装）。包含微型高科技计步器一台、
BMI腰围测量器一个、限油控盐工具4份。
1、长期食用高油脂、高盐分的饮食，会导致

血粘度上升，血压增加，血糖不稳定。本次健康
生活方式推广将发放《科学用油用盐工具》；

2、本次健康生活推广将免费发放微型高科
技计步器，该计步器采用震动传感技术。通过记
录步行数量与效果，督促我们通过步行告别三
高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另外，赠送的《BMI腰围
器》则可通过科学检测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市民吕阿姨领取后非常满意，她说，“确实

没花一分钱，领了一大盒。东西真的很实用，这
计步器我天天带在身边，在外边锻炼特别有用。
用上这腰围器，才知道，不健康还真不行。”
因为是免费发放，优先照顾55岁以上，对

健康有需求的老人。每人限领 1盒,常州限
1500套。申领热线：0519-82096789

我市居民可拨打82096789了解申领，55岁以上居民首批领取

夏季高温，老顽癣、皮炎、湿疹

皮肤瘙痒，快用
只因用了来自香港

的冰凉小药膏，老赵老

两口从此摆脱了顽癣、

湿疹、瘙痒之苦，夏季蚊

虫叮咬，老两口都会备

上几盒，便于小孙子、儿

媳妇使用。连日来，温度

飙升，皮肤病人被顽癣、

皮炎、湿疹、瘙痒折磨得苦叫连连，好在用上了

冰凉的小药膏，3分钟迅速止痒，“痒毒”被连根

拔除，就好像给皮肤做 spa，老百姓惊叫：太解痒

了，太给力了！

瘙痒患者惊叫：抹上去冰凉凉的，太舒服
了，明显感觉到药效往皮肤里面钻，3分钟就不
痒了，确实比其他药效果好！
顽癣、湿疹好了：“冰凉小药膏抹一抹，拍一

拍，马上止痒，短短几天，皮痂变软，鳞屑脱落；
两周，顽癣面积缩小；1月，10年顽癣、皮炎不
知不觉给拍走了，张先生大叫太神奇！”
被顽癣、皮炎、湿疹患者称赞不绝的冰凉小

药膏名叫“雪蛤素”。“冰凉小药膏在全国畅销已
有5年，一是效果好、价格低廉；二是纯正中药、
无激素、不脏衣服；三是康复后5年内不易复
发，这恰迎合了老百姓治疗皮肤病的心理，冰凉
小药膏实在，老百姓认可自在意料之中！”

近日，温度狂飙30度以上，皮肤病人都大
倒苦水：传统药膏、喷剂一点效果也没有，加之
大量汗液，药效大打折扣，钱花了不说，瘙痒、顽
癣变本加厉。雪蛤素冰凉小药膏独创凝胶制剂，
能牢牢锁住药物成分，24小时发挥强劲药效，
效果自然出众。“皮炎、湿疹5年的张阿姨做过
对比：同样20g含量，时间1个月，治疗结果显
示，雪蛤素小药膏止痒、除癣彻底度是显著的。”
有兴趣的皮肤病人，不妨做个对比！
冰凉小药膏多久能见效？从医近半个世纪、

皮肤病界特级专家万教授10年间在整理来自
全国顽癣、皮炎、湿疹患者中总结出这样定论：

万教授提醒皮肤病患者，如果皮炎、湿疹、

顽癣的朋友一味追求止痒效果，则大错特错，痒

是皮肤病的一个表象，单纯除痒很难从根愈疾，

雪蛤素冰凉小药膏纯中药制剂，无添加和依赖，

药效威猛，深层拔毒，止痒更治痒。

雪蛤素以长白山雪蛤为主要原料，配以凤
仙花、白鲜皮、苦参等38味名贵中草药，独特凝
胶制剂3分钟即可迅速渗透皮下20mm处，瞬
间起到冰镇癣毒、快速止痒、康复后不易复发的
功效，打破传统药物穿透力不强、药效差、康复
后复发的弊端。

雪蛤素对头癣、体癣、股癣、手足癣、花斑
癣、脚气、湿疹、荨麻疹、神经性皮炎、皮肤过敏、
瘙痒等皮疾2月即可一扫而空。如果说百分百
根除，肯定是吹牛，但至少十拿九稳！
万教授强调，小药膏效果虽好，但皮肤病患

者要理性购买，切勿盲目跟风，务必拨打专家热
线 400—086—5077弄清楚自己属于何种
皮疾，并遵医用药。特大喜讯：6月5日—7日购
买可享受买10盒送5盒，也可到明仁堂药店 3号
柜（火车站大洋百货西对面）、江南药店（江南商场内）、兰之

陵药店（九洲服装城东 50米）、平安药店（朝阳二小西侧）、

湖塘：南方大药房（人民商场对面）、鸣凰：利群药店（菜场西

对面）、牛塘：亚邦百盛连锁（竹园桥北农行北）、横林：天健

大药房(顺通路 19号)、崔桥：天健大药房（医院对面）洛阳：

明仁大药房（邮政储蓄对面）、明仁大药房二部（建行东 50

米）购买。务必认准“苏皖专供”标识，无此标识
均属假货。免费送货。

今起至 7月 31日，全国征集 1000名会员

雪蛤素会员专享超低折扣、买赠及中心产品

咨询
订购：400-086-5077

疾病症状 治疗时间 疾病症状 治疗时间

皮肤瘙痒 3—5分钟 神经性皮炎 5—10天

牛皮癣 7—15天 湿疹、荨麻疹 3—7天

头癣、股癣 7—10天 蚊虫叮咬 3—5分钟

手足癣 5—10天 脚气 1—3天

花斑癣 10—15天 皮肤过敏 3—5天

冻疮已破 1—3天 疥疮、恶疮 3—5天

鸡皮疙瘩 3—10天 鹅掌风 5—10天

粗糙、暗沉 3—7天 手足开裂 1—3天

会员
征集

昨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突出“放权”主题
取消下放新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
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

讨论中，李克强举起手中的一份材料，
请参会者“认真读一读”：“这里面列出的有
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来，竟连一次申请都
没受理过。说起来都好笑！”

他说，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的惯性影
响，我们一些部门长期以来管经济的思路都
“很微观、很具体”，浪费了大量决策精力。他
点出材料中某项中外合作项目的审批事项
说：“类似合作纯属商业行为，既不涉及国家
主权，也不涉及国家安全，为什么一定要审

批？如果政府把大量精力都放到这上面，真
正的事中事后监管肯定就没精力管了。”

总理的话音刚落，相关部门负责人抢过
话说：“我们是主动向中编办提出取消这项
前置审批事项的。事实上，我们最希望能一
次放到位，放彻底。简政放权最怕不持续、一
阵风，断断续续‘挤牙膏’。”
李克强笑道：“你说得很好！那你们就先

带个头，主动自我革命，真正壮士断腕！”
中新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6
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一个突出主题是：“放权”。
会议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
促进创业就业，取消下放新
一批共52项行政审批事项，
将3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
事项改为后置审批，并先期
取消一批准入类专业技术
职业资格。
李克强总理在会上强

调：“要通过不断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坚持依法
行政，逐步建立起公开、透
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讨论进一步简政放权等有关事项时，李
克强重申他在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所做的
承诺：年内将再取消和下放200项以上行政
审批事项。他说，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各
部门必须要各负其责。
“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

在文件上‘画个圈’就不管了。”李克强说，
“目前市场确实存在不完善、不透明、监管不
到位等问题，必须要持久不懈地推进政府职
能转变，使其真正见到实效。”

中央编办负责人在汇报时介绍，确定本

轮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时，他们共梳理
了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平台等形式提出的
2500多条建议，汇总了网民投票建议取消
下放的100项前置审批事项，反馈给相关部
门作为参考依据。
李克强点头表示称赞。他特别提醒参会

人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是简单“放权”了
事，改为备案制的，更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放’是放活，而不是放任；‘管’要管好，

而不是管死。”李克强强调，“转变政府职能的
核心要义，是要切实做好‘放管’结合。”

今年3月底，李克强在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考察时，曾经到访翁牛特旗工商登记所，
随机询问一位前来办证的市民，各项手续有
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位市民告诉总理，工
商登记改革后企业注册流程简化了，但前置
审批依然存在。他要注册一家粮食流通企业，
仍然需要先跑粮食局办理审批手续。

4日的常务会上，李克强重新提到这件
事。“我们有些前置审批根本就没有必要
嘛！”他说，“粮食局的职责本来是在市场短
缺的情况下进行调剂，现在粮食市场早已放
开了，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卖粮难，为什么办

这个企业也要粮食局审批？”
李克强指出，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把36项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也将会进
一步调动劳动者创业的积极性。
他告诫参会部门负责人，前置审批的

取消并不意味着政府工作的减轻。“我们
现在是事前审批多，而事中事后监管少，
很多时候是拿到审批的单子后就没人管
了。”李克强说，“这种观念一定改变：后置
审批也要监管，只不过是行使事中事后监
管。政府的责任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
了。”

不能让老百姓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文件上
“画个圈”就不管了

现在是事前审批多，事中事后监管少，拿到审批
单就没人管了

有些审批事项设立8年竟没受理一次申请，说起
来都好笑

昨天的住建部新闻发布专说楼市热点
还没有一个地方公开说要取消限购
住房空置率不能用亮灯的数量衡量

有记者问，住房的空置率到底有没有统计
或者怎么统计的？
冯俊认为，现在很多媒体、很多专业人士讲

的空置率和国际上讲的空置率是不同概念。他
说，国际上的空置率计算，是以这个城市里有出
租愿望的住房或者有出售愿望的住房作为分
子，然后把总住房量作为分母。我们现在这方面

是没有调查的，所以很难得出空置率的概念。
对于一些人通过晚上数亮灯的住房比率

大致推出来的空置率，冯俊不认同。他说：“假
设我家住三居室，晚上一般就开一两个灯，如
果你在我家楼下看，肯定是一大半窗户是黑
的，这怎么能算空置？所以不能用亮灯的数量
衡量。 据新华社北京 %月 $日电

尽管这是一场以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但是在房地产市场发生变
化的关键时刻，有关楼市的话题，同样成为记者追逐的热点。4日，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楼市热点话题，一一作答。

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拐点”的
说法频现。如何评价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呢？

冯俊表示，房地产市场大多数指标都在增
长，只是增速在下降。他说：“这属于市场正常
的调节。必须历史地看问题，同比增长为负，主
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基数过大造成的。”

在冯俊看来，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

了一定的分化，有些地方库存量过大，有些地
方比较短缺。他表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已经
提出了“分类调控”的基本原则。

冯俊强调，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始终要坚
持保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这个原则。他
说：“这是我们政策的基调。”

当前，一些实行限购的城市面临库存积
压，有观点认为，在分类调控的指导思路下，是
不是可以取消或者部分取消限购措施？

对此，冯俊表示，宏观调控政策是鼓励、保
护消费需求，遏制投资需求。每个地方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作出判断。他说：“从目前我得到的信
息，还没有一个地方公开说要取消限购。”

冯俊认为，从限购政策来看，对老百姓的
消费需求是没有影响的，只是对过度投资需求
有限制。

住房空置率如何统计？

如何评价楼市“拐点”？

限购政策可否取消或部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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