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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我公司生产的第三代便秘宝器从未在网上销售，请消费者慎重！谨防假冒。

咨
询400-961-5660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便
秘
宝
器
三
代

指示灯

特制柔软进水头
无需入肠 只需插入肛门

微电脑控制
按下开关自动加压

温清水缓缓流入
尊享美妙肠道水疗

拒绝泻药伤身、物理疗法、清水除便秘

便 秘 宝 器
便秘是健康的大问题！积淤肠

道的毒便不排泄，会引发多种病
变。高科技产品便秘宝器，是专门
清除宿便的小型家用准字号医疗器
械，操作简单，清水清宿便效果神
奇，轻松排便！让你远离宿便痛苦

和药物伤害！还解决了吃药后不知何时能便，不
能出门的苦恼。清便器热销五年来，消费者称赞
它为“清便宝贝”。经过几代的技术革新，用清便
器清肠已经像洗脸一样简单。

1.经济实惠：排便只用清水，不需任何药物和
辅助手段。

2.便捷实用：产品内盛温开清水，由电动感应
压力经软管注入直肠至结肠，水流深入，几分钟轻
松排便。不须他人协助。男女老少者皆宜。

3.舒适享受：细软管进水头无须插入直肠内，

只需夹在肛门口，打开开关，清水缓缓进入肠内，轻
松舒适。清水按摩肠道和软化硬便后，只需3分
钟，宿便随水流排出体外，让您尽享排便的畅快。

中老年人便秘当心
猝死在马桶上

便秘宝器
几分钟清除宿便
老人长寿必备

请参考说明书购买和使用 上海点明医疗科技医械广审（文）第2015090921号产品注册号：沪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1541338号

一款利用微电脑计算机仿生工程技术研制
的前列腺新产品【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
近日获得圆满成功，并通过了大规模的临床验
证，正式获批上市。为了让更多的前列腺患者能
够率先体验到这款全新治疗仪的确切疗效，厂家
特拿出数万台【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面
向全国数万名前列腺患者进行免费发放。目的
就是通过前列腺患者的亲身体验，来反馈【前列
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的真实疗效，为今后大
规模上市建立良好的口碑基础。目前，免费发放
一 批 次 500 台 已 就 位 ，马 上 拨 打 电 话
400-686-4177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380元
的【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一台。

【前列之光】温热中低频治疗仪使用之初，小
腹会有温热舒畅感，丹田胀满，直达会阴部，稍后

胀感减轻，当夜尿频次数减少；排尿变得顺畅；排
尿量逐步增加，尿液混浊，炎症减轻；前列腺得到
修养，增生肥大组织回缩，尿路通畅，排毒更加干
净，疗效得到巩固。

由于此次免费发放数量有限，还望广大前列
腺患者抓紧时间报名领取，送完即止，绝不多送！
适合免费领取的人群：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
大及其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难、滴尿、
尿等待、尿不尽、夜尿多、尿分叉、尿线细、尿无力、
尿失禁、阴囊湿冷、会阴疼痛、小腹坠胀等均可电
话报名，免费领取价值1380元的【前列之光】温热
中低频治疗仪一台。

真实，可靠！马上打进电话 400-686-4177
报名领取。（前列腺抑菌液费用自理）

全新一代前列腺特效仪器研制成功

前列腺治疗仪 免费领

鄂医械广审（文）第 2016070053号，鄂食药监械（准）字 2013第 2260983号，武
汉市康本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请按说明书或在相关医务人员的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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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中年，很多人站
也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觉
得浑身上下像生锈一样，
最初不在意，直至腰膝关
节疼痛麻木、肿大变形，严
重影响到生活。【千年活骨
膏】是以跳伞员腰膝关节
病为课题，潜心研制而成
的准字号药品。其方精选
骨碎补（补骨生髓）、千年健
（祛痛消肿）...等 36味地道
中药 ，遵 照 古 法 加 入 香
油，手工熬制成膏。专药
专治膝关节退变、骨刺、
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颈
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等症
引起的疼痛、肿胀、僵硬、
坐 骨 神 经 疼 、蹲 起 困 难
等。经络疗法，穴位贴敷，
按疗程使用效果更佳。使
用后，圆您轻松走路、跑步
梦。千金易得，健康难寻！
免费热线：400-000-6578
400-999-6131（北京空总
医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
费邮寄，药到付款。陕食药
监械（准）字 2013 第 2640077 号
陕医械广审 (文)第 2016040010
号 请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
和使用。 经济信息

香油膏60年妙治颈腰椎
膝关节病

■国际速读

日企骗难民到福岛清
理核污染 日本福岛核泄漏
事故发生距今已6年，当地
重整任务仍然艰巨。在清
除核污染人手不足、政府监
管缺失的情况下，一些日本
企业打起了“歪主意”。据
报道，有日本企业打着人才
派遣的幌子，以“来福岛除染
可以延长签证”作诱惑，让一
些外籍难民前往福岛核泄漏
区工作。事件曝光后，日本
法务省入境管理局难民认定
室表示“性质恶劣”，将开展
调查。（摘编自《羊城晚报》）

美国银发族离婚率大
增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最新报告显示，年龄在 50
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离婚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翻了
将近一番。普华永道的报
告认为：“年轻时婚姻不稳
定，助推银发族如今离婚率
日益抬升。因为再次结婚
的家庭往往没有初婚稳
定。”统计显示，50岁及以上
美国人中，再婚者的离婚率
是仅结过一次婚人士的两
倍。（摘编自《新民晚报》）

●近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
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
见》，提出了37条具体可操
作的政策措施，旨在进一
步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
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
活力。有专家表示，以养
老产业为例，政府鼓励和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产
业的发展，将使养老项目
实现层次化、差异化、商业
化。（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数字中国

166.7万
国家工商总局日前披

露，2016 年全国工商和市
场监管部门受理消费者投
诉 166.7 万件，同比增长
29.1%，创历史最高纪录。
2016年全国商品类投诉量
较大的前三类分别为日用
百货、交通工具、家用电器，
共 占 商 品 类 投 诉 的
49.9%；远程购物、居民服
务、互联网服务则占到服
务类投诉的51.6%。

本报讯 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
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戴
海波受贿、隐瞒境外存款一案。

据检方指控，被告人戴海
波涉案金额为人民币990余万
元。截至2015年3月，戴海波
在香港花旗银行开设的账户尚
有存款 38.09 万港元及市值
158.22万港元的股票、基金。

其实，早在1997年修订实
施的刑法中就明确了隐瞒境外
存款罪。根据最高检的司法解

释，隐瞒境外存款折合人民币
30万元以上应予立案。这20
年来，适用该罪名的案例虽然极
少，但戴海波也并非第一人。
梳理公开报道，职务犯罪中最
早涉及这一罪名的案例可追溯
至 2003 年的深圳地铁有限公
司原总经理马恭元案。2007
年，广州、上海、北京均有适用
该罪名的个别案例披露，上海
市嘉定区供销合作总社原主任
张伟民即在当年定罪。

此后至十八大前，公开报

道中都未见相关案件，中国裁
判文书网上记录的唯一一例
是，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电子信息产业管理处原处长
徐绍敏在 2010 年触犯此罪。
十八大后，涉嫌隐瞒境外存款
罪的官员，除了戴海波外还有
两位：2013年落马的内蒙古自
治区政府原副秘书长、法制办
主任、党组书记武志忠；2016
年落马的内蒙古通辽市原副市
长许亚林。（摘编自《河南法制
报》《21世纪经济报道》）

落马官员被控“隐瞒境外存款罪”

本报讯 在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一个二维码史无前例地
印在 32 页的政府工作报告的
首 页 。 李 克 强 总 理 还 向 近
3000 名人民代表发出了扫二
维码的邀请，只要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就能直观地看到用以
解释上一年度政府承诺兑现情
况的相关视频和图表。

实际上，在这个二维码里
还藏着另一个“广告”：那段视
频和图表的末尾打出了“国务

院客户端”字样。就在总理作
报告当天，国务院办公厅中国
政府网运行中心推出的这款手
机免费APP迎来了下载高峰。

不过，极少有人知道，这
款迄今拥有近 4000 万次下载
量和 900 多万名激活用户的

“国务院”产品，在苹果公司手机
软件商店上架之前，也曾遭遇尴
尬。一年前，国务院客户端的开
发人员接到苹果公司一位中文
客服人员的电话，对方不停询问

这到底是什么产品、归谁拥有。
最后，客服表示，事情太大，这毕
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产品，需要
将情况向上司汇报。并且，苹
果公司的网站也无处上传“红
头文件”作为证明。最终，相关
审核在频繁的来电中进行了一
个月。而直到今年3月份的中
国两会召开前，“国务院”这个
产品才在包括苹果商店在内的
多个手机应用市场上架。（摘编
自《中国青年报》）

政府工作报告帮国务院APP“打广告”

民法总则
这样伴中国人一生

作为中国
民法典的开篇之
作，《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15日获十二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
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
起施行。中国民事法律制
度从此开启“民法典时
代”。民法总则中一些颇
具亮点的法律内容，将
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息
息相关。（摘编自

《重庆商报》）

自民法总则生效后，即便是母亲腹中的
胎儿，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
的保护，只要他（她）出生时存活，就被视为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他（她）一出生就
与父母、兄弟姐妹、爷爷奶奶等

产生亲属关系。如果有
人向他（她）赠与财产，将

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她）有权独立进行一些
民事法律行为了，可以用零花
钱买零食，也可以与班上同学
交换价值差不多的玩具，这时
他（她）其实是在订立合同，需要
承担相应责任。在这之前，我
国法律规定具有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最低年龄是十周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她）可能订
立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金额越来
越大的以他（她）为主体的合同。他
（她）或会在上学之余参加一些私立
的兴趣培训班或者进入私立学校读
书，这样就将发生以他（她）为主体的
合同，由此产生更多权利、义务。

他（她）在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关爱、教育和保护下成
长。若上学期间有了
发明创造，也是受到
承认和保护的。如果
他（她）在未成年期遭
受过性侵害，年满 18
周岁后仍可追究侵害
方责任。

8周岁时

他（她）已成人，
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他（她）可以独
立工作，对劳动得来的
收入拥有所有权，这将
极大地激发他（她）创造
财富的热情。他（她）可
以结婚、生子，由此产生
新的亲属关系。

成家立业后，他（她）也可能遇到各种烦恼，比如婚姻中出现财
产和子女抚养纠纷，朋友借钱多年不还，个人照片、身份信息被滥用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都能在民法总则中找到原则依据。如果他
（她）见义勇为造成受助人损害，完全不用担心因此承担民事责任。
在互联网时代，他（她）的个人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也受保护。

如果他（她）选择创业，个体工商户也是民事主体，这在民法总
则中得到延续巩固。如果他（她）生活在农村，也能安心从事经营生
产。现在，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之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
民法总则赋予“特别法人”资格。集体经济组织中以前面临的合同
订立、财产处置等难题，解决起来有了法律依据。

18周岁后

儿女对父母有赡养
义务。近亲属、居委会、
村委会、民政部门等也可
提供帮助、进行监护。他
（她）将在监护人的陪伴
下度过晚年、有尊严地走
完一生。

8周岁后

18周岁时

一出生

老年后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