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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月前，广场舞达人李阿姨突然腰
痛不已，右腿根部也牵着痛，小腿总发麻，
医院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让手术。但亲
戚说，有一家易可中医门诊是3位上海名
医开的连锁医疗机构，致力于推广“大医
院烦不了、小医院治不了、病人受不了”的
国家课题项目。采用谭氏筋伤三阶段不
手术特色治筋防复发疗法，让众多颈肩腰
腿痛患者告别疼痛，避免手术。

“颈肩腰腿痛大多是筋（肌肉、韧带、
筋膜）出了问题，不仅要祛除疼痛，更要解
决如何防复发。”中心主任王嘉鹏说，遇到
上述患者，先为患者祛除疼痛，以治筋利
器高频电火花为主；缓解疼痛后，接下来

通过刺络放血、中药熏蒸、三九贴等祛除
风寒湿淤；最后通过口服中药、强筋壮骨
膏、筋伤导引等养筋固本防复发。经过三
阶段治疗，让筋骨平衡，自然就大大降低
手术率。李阿姨治疗后体会颇深，这里不
仅告别疼痛关键还避免手术，每一阶段治
疗都有标准可循。

据悉，王嘉鹏是高频电火花发明人程
传国在江苏收的第三个嫡传弟子，悟性极
强。他拜多位名师汲取治病精髓，看病非
常厉害。

1月3日周日上午，王嘉鹏主任为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颈肩腰腿痛患者提供咨
询，致电85522735提前预约。 木子奇

谭氏筋伤三阶段不手术特色治筋防复发治疗都有标准可循
多数颈肩腰腿痛不必挨刀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局获悉，
为有效避免因人群聚集带来新冠肺炎疫
情传染风险，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从即日起，暂停全市
城管系统所有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

据了解，全市公园各类园事花事活
动、园艺文化活动及其他大规模群体性
活动全部暂停举办，市城管系统内的各
类展馆、博物馆等公共场所暂停对外开

放。
对于确须组织的活动，市城管部门

将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最大程度减
少人员、压缩时间、保持距离，做好通风
消毒和体温监测工作。各辖市区城管部
门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和工作职责，
加强对各类群众自发组织的群体性活动
的科学管控和合理引导，及时做好劝离
工作。 （蔡晓丹 秋冰）

全市公园大型公众集聚性活动全部暂停

日前，市医保局公布 2021 年度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慢性病待遇。

2021年度
普通门诊统筹和门诊慢性病待遇公布

本报讯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卫生局联合颁布《关于表彰 2018-2019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
定》，常州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称号。据了解，我市已是第六次、连续五
届获此称号。

据统计，2018-2019 年常州市城区
共有 112457 人次参加无偿献血，献血量

达3443.20万毫升，临床供应红细胞32.1
吨，全市人均用血量约4.93毫升，千人口
献血率达30‰，走在全国前列。

无偿献血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
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
2020 年，全市共有 1851 人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16 人荣获“全国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奖”。

（孙华英 周欢欢 汤怡晨）

我市第六次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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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有高血压（Ⅱ、Ⅲ期）、糖尿
病、脑卒中合并器官功能障碍、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
肺源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
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克罗恩病、
慢性肝炎（中、重度）、慢性肾炎（中、重
度）、帕金森氏综合症、恶性肿瘤，并经

临床评估达到《常州市基本医疗保险
门诊慢性病待遇临床评估标准》要求
的职工医保统筹待遇正常的参保人
员，发生的合规药品费用给予保障。

（注：合规药品费用指慢性病病种药品
目录文件规定范围内产生的药品费
用。）

如何办理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
参保人员向本人家庭医生申请门诊慢
性病待遇。其中高血压（Ⅱ、Ⅲ期）、糖
尿病参保患者需提供二级以上综合医
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明确诊断的病史资料和相关检
查化验报告；其他门诊慢性病参保患
者，需提供三级医疗机构明确诊断的

病史资料和相关检查化验报告。
吕洪涛

门诊慢性病待遇

一个年度内，医保统筹待遇正常
的参保患者按规定在首诊医疗机构、
转诊医疗机构就医直接刷卡结算发
生的医疗费用中的 合 规费用（不含

已享受其他门诊统筹待遇的费用）
给予保障。注意：将原门诊特定诊疗
项目纳入普通门诊统筹项目，统筹基
金不再单独支付。

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用匠心 做快餐
888117114008800400

便民信息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10、金坛区城南大道198#，238#，222#，

258#，206#，216#，278#，280#，288#，298#共10套商业用房租
赁权（拆分租赁）；11-12、金坛区新城东苑12幢69#，12幢
71#共2套商业用房租赁权（拆分租赁）；13、新城东苑16-
72#商业用房租赁权；14-15、金坛区万士新村11幢55#，16
幢55#共2套商业用房租赁权（拆分租赁）；16-23、金坛区
新城东苑四区11-5#，11-7#，11-9#，11-13#，11-25#，11-29#，
12-121#，12-125#共8套商业用房租赁权（拆分租赁）。

（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1#-23#标的：2021年1月12日上

午10:00在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与标的展示
三、注意事项：意向竞买人须于2021年1月11日下午

4：00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拍登记手续和提交
有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 13814782867（王）
2021年1月1日

江苏金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拍卖，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4、金坛区江南路16#二、三楼，16-3#，

16-5#，16-8#共4套房屋租赁权（拆分租赁）。5-8、金坛区
元巷小区126-8#、126-9#、126-10#，126-19#，132-16#、
132-17#，132-24#共4套商业用房租赁权（拆分租赁）。
9、北环西路161#B栋和D栋房屋租赁权（整体租赁）。

（具体详见拍卖资料）
二、拍卖时间、地点：1#-4#标的：2021年1月12日上午

9:00在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5#-8#标的：2021年
1月12日下午2:30在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9#标的：
2021年1月12日下午3:30在东门大街209号12楼拍卖厅。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与标的展示
三、注意事项：意向竞买人须于2021年1月11日下午

4：00前按拍卖须知的要求，办理完毕竞拍登记手续和提交
有效证件资料，并交纳拍卖保证金,否则不具备拍卖资格。

联系电话：82365099 13814782867（王）
2021年1月1日

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601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
定,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乐帮护理职业培训
学校”注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乐帮护理职业培训学校
法定代表人:陈彬
地址:常州市经开区长虹路88-1号和通大厦2楼

常州市民政局
2021年01月01日

减 资 公 告
常州市金坛苏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413MA1WLECP10）经股东会决议，将公司
注册资本从988万元减至200万元。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有限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常州市金坛苏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01日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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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注册登记公告
第1602号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
经我局审核批准,准予“常州市龙飞青少年室内无人机
运动俱乐部”注册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常州市龙飞青少年室内
无人机运动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李四龙

地址:常州市清潭路93号国光苑43号楼
常州市民政局

2021年01月01日

�天宁区兰陵小芹卤菜店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204020067253，副
本 编 号 ：
3204020002017060100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州市分贝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公司将于2021年1月10日-11日在重庆

重庆市江北区寸滩街道金科廊桥水岸27号附3号 唯
护奢侈品护理研学基地举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标的：奢侈品箱包、饰品、手表。
二、参拍单位：仅限于常州市分贝拍卖行有限公

司认证的企业。
三、展示时间、地点：2021年1月9日-10日可查

看标的。
四、注意事项：拍卖成交按实际举牌结算。
五、联系电话：13775015102

2021年1月1日

每逢星期天下午1:30，人民公园长廊有群
体免费婚介活动，平时可去青果巷214号
的棉花店里联系。手机：18018230056

婚 介

�汪钰遗失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
证，学号:20050224，声明作废
�史珂云遗失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学
生证，学号:20050218，声明作废

�溧阳市金雷运输有限公
司遗失苏DLM103（黄
色）道路运输证，证号：苏
交运管常字813003460
号，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