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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氏狐臭净精工萃取而成的
高科技产品，无色无味透明浓缩
液，涂抹于腋窝，通过毛孔渗入大
汗腺，调理汗腺分泌，使腋窝排出
的汗水不再含有脂肪酸，祛除狐臭
及体臭。本产品从1997年上市，
历经 21 年市场验证（1997-2018
年），众口皆碑！

特点：1、效果独特，疏导汗腺，不
堵塞毛孔，不影响正常的排汗功能；
2、明显改善；3、无需常年使用；4、方
便，五天只需用一次，不影响沐浴；5、
不改变皮肤颜色，不污染衣物；6、品
质可靠，荣获2004年8月中国中轻产
品质保中心颁发的“著名品牌”证书。

常州：明仁堂药店（火车站南广场南150米）、江南药店(江南商场内)、湖塘：仁爱大药房（人民商场斜对面）、湖塘天
健大药房（天禄商务广场C1-11），平安药店（光华路朝阳二小西100米）、人民百姓（东安店、湟里好邻居店、南夏墅店、漕桥店、
前黄店等各门店）、横林：天健大药房（顺通路19号）、横山桥康瑞药店（国瑞宾馆东门对面）、奔牛：常州张氏药店（奔牛火车
站）、溧阳：恒寿堂药店（中医院对面）、和济药店（电影院旁）、恒寿堂药店分店（人民医院对面）、金坛爱心药店（汽车东站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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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腋臭）严重影
响患者学习、工作、生
活，婚姻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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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市信息

一年一度的 616 江苏彩民节即将
到来，江苏购彩者又将迎来收割专属福
利的时刻。从 6 月 12 日起，在体彩大乐
透周六连续四期的开奖日，凡在省内销
售网点采用“8+3”复式方式投注且中奖
的，该票投注金额即可免单 50%。江苏
体彩官方微信也将开启“寻找暖光”活
动，多重好礼等你来拿。

今年彩民节将推出“欢乐彩民节，
相约大乐透；投注 8+3，周六中奖免单
50% ”活 动 。具 体 从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9068 期（6 月 12 日晚 8 点 10 分开售，6
月 15 日开奖）至 19077 期（7 月 3 日晚 8
点 10 分开售，7 月 6 日开奖）期间，每周
六开奖当期开展，共 4 期（即大乐透第
19068 期 、第 19071 期 、第 19074 期 、第
19077 期）。活动期间，凡在省内销售网
点采用“8+3”复式方式（含基本投注和
追加投注），投注每周六开奖的大乐透
游戏且中奖的，该张彩票投注金额免单
50%（多期票仅限活动当期）。符合活动
条件的中奖彩票，在兑取大乐透中奖奖
金同时，由兑奖网点一次性兑付促销

费。
本次彩民节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将开

启“寻找暖光”活动。2019年6月16日至
6月21日的每天9∶00至20∶00，江苏省
内年满 18 周岁微信用户关注江苏体彩
官方微信（微信号 js-lottery，或搜索“江
苏体彩”），点击菜单栏内“寻找暖光”按
钮，滑动画面，选择喜欢的“光泡”，成功
点赞即可参与抽奖。奖品为 5 元话费和
500元加油卡。参与抽奖前，须填写真实
有效的手机号码，实物奖品中奖者须选
择领奖地区，填写有误将影响奖品发放。
用户可点击“我的礼包”按钮查看中奖记
录。如未在 6 月 21 日 20∶00 前填写中奖
信息，视为弃奖。实物奖品将于活动结束
后寄至用户填写的领奖地区体彩机构，
中奖者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领取。手
机话费将于活动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
根据用户参与活动时填写的手机号码进
行充值。 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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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工信部 6 日正式向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
商用牌照。我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值
得注意的是，中国广电成为除三大基础电信
运营商外，又一个获得5G商用牌照的企业。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特点，
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数字经济的
重要基础。

当 前 ，全 球 5G 进 入 商 用 部 署 的 关 键
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
5G产业已建立竞争优势。目前我国5G中频
段系统设备、终端芯片、智能手机处于全球产
业第一梯队，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根据相关企业申请，工信部经履行法定
程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
广电发放 5G 商用牌照。这意味着我国正式
进入5G商用元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 产业经济贡
献》认为，预计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
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 10.6 万亿元，5G
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5G商用牌照正式发放

新华社深圳电 随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 6 日正式发放 4 张 5G 商用牌照，中国正式
进入 5G 时代。华为公司表示，目前已获得
了46个5G商用合同，将凭借端到端的5G能
力全力支持中国运营商建好5G。

总部设在深圳的华为公司 6 日发布消
息，称已在全球 30 个国家获得了 46 个 5G 商
用合同，5G基站发货量超过10万个，居全球
首位。

华为公司称，为迎接中国 5G 商用已做
好了充分准备。在工信部 IMT－2020（5G）
预商用系统组网验证中，华为率先完成 5G
独立组网（SA）与非独立组网（NSA）的全部
测试项目，覆盖了 5G 商用的所有主流频段，
单用户下行测试峰值超过 1.8Gbps。2018
年 2 月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期间，华为就已完
成全球首个 5G 通话，并推出了全球首个 5G
终端。

工信部 6 日正式发布共计 4 张 5G 商用
牌照，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中
国广电各获得一张。

华为已获46个5G合同

新华社南京电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
发《江苏省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工作方案》，采取“试点先行与全面推开相结合”
方式，用两年左右时间，摸清长江干流江苏段及
太湖入河（湖）排污口底数。

方案要求，建立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监
测、溯源、整治等工作规范体系，形成权责清晰、
监控到位、管理规范的长江入河排污口监管体
系，为改善长江水环境质量奠定基础。

方案明确，以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长江干
流和太湖为重点，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共
涉及8个设区市。原则上长江干流排查范围以
两侧岸线为基准向陆地一侧延伸 2 公里，太湖
排查范围为湖堤轴线外延2公里。排查对象除
了所有通过管道、沟、渠、涵闸、隧洞等直接向长
江、太湖排放废水的排污口，还包括所有通过河
流、滩涂、湿地等间接排放废水的排污口。

长江入河排污口底数

江苏力争两年摸清 新华社曼谷电 泰国现任总理巴育 5 日
在新一届国会上下两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上当
选为泰国新一任总理。

泰国国会主席川·立派 5 日晚在曼谷北
郊临时会议点召开的新一届国会上下两院第
一次常务会议上宣布，巴育获得过半票数，当
选为新一任总理。在两院共同投票中，巴育
获得500票，他的竞争对手、新未来党党首塔
纳通获得244票，有3票弃权。

2019 年 3 月 24 日，泰国举行政变近 5 年
来首次大选，最终产生了由 500 名议员组成
的国会下议院，国会上议院 250 名议员则由
巴育领导的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挑选产
生。根据泰国宪法，新一届国会成立后，由国
会主席召集上下两院750名议员就各政党推
举的总理人选进行表决，获得半数以上支持
的候选人当选新总理。

2014 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时任
总理英拉领导的为泰党政府。时任陆军司令
的巴育随后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

巴育再次当选泰国总理

新华社哈瓦那电 古巴政府 5 日晚发表
声明，强烈反对美国 4 日宣布的收紧赴古旅
游措施，并表示古巴不惧怕美国加强对古封
锁，将继续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
设。

声明说，美国的新措施将进一步收紧已
经十分严格的美国公民赴古旅游限制，企图
阻止美国民众了解古巴的现实。美国此举

“无视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2018年，65万
美国公民赴古旅游，此外还有约50万古巴裔
美国人返古探亲，这说明“美国人有兴趣了解
古巴”。

声明指出，古巴不会被吓倒，也不会从当
前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紧迫任务
上分心，将紧密团结面对“最具挑战的逆境”。

美国国务院4日称，美方将从5日起禁止
人员以“团体人文教育”旅行类别前往古巴。
此外，美方将不再允许人员通过搭乘客船、旅
游观光船以及私人或企业飞机前往古巴。

美国加强对古封锁

古巴表示不惧怕新华社柏林电 据德新社 6 日报道，震惊德
国的护士谋杀患者案6日在德国奥尔登堡法院
宣判，德国男护士尼尔斯·赫格尔因谋杀 85 名
患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在服刑15年后提
前释放。

赫格尔被指控谋杀100名受害者，但其中15
起案件未判定他有罪。2015年，赫格尔就因向2
名病人蓄意注射药物致其死亡被判处终身监禁。
但随后持续的调查和尸检发现更多受害者。

赫格尔曾在德国下萨克森州代尔门霍斯特
和奥尔登堡的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他于
2000年至2005年间给重症患者注射高剂量药
物，导致病人心脏衰竭而死。据报道，赫格尔作
案动机在于制造重症护理紧急情况，以此显示
自己从濒死状态挽救病人的能力。

德新社援引一名精神科专家的话报道说，
赫格尔具有人格障碍，缺乏羞耻心、罪恶感、悔
罪感和同情心，但未到精神疾病的程度。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被告2005年夏天给
病人注射过量药物时被一名女同事发现，此案
才浮出水面。

因杀害85名患者

德国男护士判终身监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