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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一句话

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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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准字号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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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膝关节退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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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病症。经络疗法，穴位贴敷，按疗程使
用效果更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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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在国家提出要在
2020年前培育1000个左右各
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
商贸物流、美丽宜居等特色小
镇的背景下，据媒体梳理发现，
包括碧桂园、华夏幸福、时代地
产、华侨城、绿城等在内的一批
知名房企眼下正在纷纷打造

“小镇计划”，探索用“造城计
划”寻找新的利益增长点。

曾几何时，城市化进程伴
随着房地产开发推动了中国经
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大城市
土地资源日渐稀缺，紧缺的供
给量已不能满足房企的开发欲
望和生存发展，而核心城市周
边小城市或郊区的小镇开发正

成为房企战略转移的新据点。
据报道，截至目前，碧桂园已在
广东惠州、东莞和北京周边落
子5个“科技小镇”项目。市值
规模达 300 亿的时代地产，也
宣布未来5年内将从珠三角起
步，投资 30 个“未来小镇”项
目，总投资金额约9000亿元。
除此以外，还有多家房企也打
出了农业小镇、文旅小镇、产业
小镇、旅游小镇等概念。

不过，相关分析称，迄今
为止，在产业地产这笔生意
上，万科、绿
地、碧桂园、
绿城、万达，
以及最早介

入产业地产的华夏幸福，都未
能找到成熟的盈利模式。业
内人士亦表示，不排除部分房
企打着特色小镇的旗号，意在
变相低价圈地。但不久前，
北京市发改委、住建委等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
和规范功能性特色小城镇发
展有关问题的通知》，业界认
为，此举意在堵塞房企想借
特色小镇之名圈地的漏洞，
预料其他城市也将跟随。（摘
编自《羊城晚报》）

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
《关于对2016年落实有关重大
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
方予以表扬激励的通报》（下称

《通报》），共通报表扬 24组有
典型性和示范性的地方。其
中，北京市、黑龙江省、江苏
省、安徽省、重庆市、陕西省因

“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积
极主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成
效明显”而被作为典型区域提
出表扬。

6省市均强化养老制度设计

事实上，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老龄人
口的不断增长，近年来各地各
级政府均将“养老”视为“保障
和改善民生”工作中的重要环
节之一，久抓不懈。

结合上述省（市）的行政首
长在今年年初所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不难发现，为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过去一年，

被《通报》嘉奖的六省（市）均强
化了制度设计，统筹考虑、整体
规划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行业
发展，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赢取战略先机。

以北京市为例，2016 年，
该市深入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出台了支持居家养老服务
发展十条政策，建设街道乡镇
养老照料中心53个、社区养老
服务驿站 150 家，建设提升便
民商业网点1700个。

江苏省自 2016 年 3 月开
始实施《江苏省养老服务条
例》，规定今后政府不再新建普
通型养老机构，重点扶持护理
型养老机构，到2020年，护理
型床位占养老机构床位数比
例超过50%。同时，鼓励家庭
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
就近居住，对于外埠老年人到
子女所在城市与子女共同生
活的，要求有关部门在户口安
置、医保结算、公共交通、进入
公园等方面给予便利。今年，

江苏更是出台政策，加强养老
服务体系考核，将考核结果与
省级养老服务体系补助资金
分配挂钩。

地处我国东北的黑龙江
省虽属经济欠发达省份，但在
过去一年，该省积极推动旅居
养老产品、医养结合产品、适
老科技产品、绿色适老功能食
品等研发，延长养老产业链，
丰富养老服务业态、繁荣老年
用品市场。

受表彰省市将获得财政倾斜

据报道，目前，国务院各相
关部委正在按照《通知》的统一
部署和要求，抓紧组织兑现对
受表扬地方的激励措施，确保
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根据《通报》内容，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民政部等国
务院相关部委在安排2017年
年度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时，将从投资总
量中单独切出4%，对上述6个

省（市）予以资金倾斜。
此外，在安排 2017 年年

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
助地方老年人福利类项目时，
通过工作绩效因素（占10%的
权重）对 6 个省（市）予以资金
倾斜。（摘编自《民生周刊》《现
代快报》《生活晚报》）

房企跟风大造特色小镇

6省市“积极养老”获资金倾斜

全国抢购热线：

400-6178-677

高 血 压 患 者 最 怕 啥 ？
1 怕 血

压 忽 高 忽
低，头晕目
眩，四肢发
麻，脚踩棉
花。

2 怕 血压居高不下，胸口憋闷，心

烦急躁，走路发飘。
3 怕 血压忽然升高，脑中风，自己

受罪，家人受累。
高血压是常见病，多发病，血压升高，

不敢剧烈运动，不敢登高，头晕目眩，心

烦急躁，走路发飘，影响日常生活。

高血压患者新选择
无无论您是几年，几十年的高血压，都可以使用稳压宝宝

如果您血压忽高忽低，居高不下，认
准稳压宝，贴穴位，辅助降血压。愿您血
压平稳生活好。

稳压宝厂家不找中间代理商，不做豪

华包装，真正低价，让利百姓。现在打电
话免费送到家，让您在家就能感受稳压

宝带来的惊喜。

稳压宝三大优势
一：用于涌泉穴，磁场持续渗

透，远红外持续激活，物理降压，方
便有效，是高血压患者的新选择。

二：科技工艺，用于高端技术
生产设备，按照国家 GMP 生产标
准生产，稳压宝穴位足贴是获得审
批，用于高血压的辅助治疗。

三：优质低价，厂家只做优质
的产品，严把质量关，省去中间环
节，让利于高血压患者。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注删证号:黑食药监械(准)字第 2013 第
2260057号，禁忌症内容及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生产企业：哈尔滨天地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天至5月24日 只需要9块9

●环保部16日发布今
年 4 月份和 1-4 月重点区
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
况。1-4 月份，74 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差的后10
位城市依次是：邯郸、石家
庄、邢台、保定、太原、西安、
乌鲁木齐、唐山、郑州和衡
水市。1-4 月，74 个城市
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前10
位城市依次是：海口、拉
萨、舟山、惠州、深圳、丽水、
珠海、福州、台州和贵阳
市。（摘编自环保部网站）

●教育部新闻办15日
发布消息，2017 年是推进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关键
一年，高中阶段招生，严禁
公办普通高中超计划、违
反规定跨区域、以民办学
校名义招生，要清理和规
范加分项目，大幅减少、严
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
育 、艺 术 等 学 生 加 分 项
目。（摘编自《都市快报》）

■数字中国

72

近日，国家卫计委公
示《第二批鼓励研发申报
儿童药品建议清单》，包括
红霉素、奥美拉唑等在内
的40个在大陆境内尚未注
册上市、且临床急需的儿
童用药“上榜”。算上2016
年6月公布的首批32个品
种，目前已有 72 个品种的
儿童药品进入鼓励研发名
单，涵盖治疗神经、心血
管、内分泌、血液等多个系
统的常见疾病。

■国际速读

英国小伙意外遏制勒
索病毒全球网络攻击 近
日 ，因 一 款 名 为“ 想 哭 ”
（WannaCry）的勒索病毒，
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
超过 7.5 万起电脑攻击事
件。庆幸的是，因为22岁的
英国IT专家马库斯·哈钦斯的
意外发现，全球至少有10万
台电脑躲过了这波病毒攻
击。据报道，哈钦斯在12日
晚注意到，一款勒索软件不断
访问一个并不存在的网址，于
是他注册了这个域名，以获取
该入侵程序的相关数据，没想
到这让勒索软件自以为受到

“反攻”，因此蔓延速度大大
减缓。（摘编自《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