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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晒霜没抹足
等于白抹
防晒是皮肤保养

的必做功课，到了炎炎
夏日，更是保护皮肤的
首要大事。市场上的
防晒产品剂型五花八
门，那么，到底该选择
什么样的剂型最合适
呢？专家指出，好的防
晒剂应具备刺激性小、
不易造成皮肤过敏、质
地细致清爽、不油腻的
特点。

选择防晒品具体
剂型时，只要了解各种
剂型的特点即可。一
般来说，膏状的抗水能
力较强，黏度也高，适
合水上运动时涂抹；防
晒喷雾容易全身大面
积涂抹，方便快捷，容
易补涂；而乳液状态是
最适合平常上下班时
候使用的。

防晒品的涂抹也
是 做 好 防 晒 的 关 键 。
正确的做法是，将防晒
品在脸上以每平方厘
米 2 毫克的用量，分几
次全脸足量涂抹，大概
一张脸每次需要约一
元钱硬币大小的防晒
品用量。

对于防晒指数的
选择，专家表示，没必
要一味求高。研究显
示，SPF10 的产品可阻
断 90%红斑的产生，而
SPF50 的 产 品 可 阻 断
98%红斑的产生。防晒
系数后者为前者的 5
倍，但防晒效果只增加
了 8%。一般日常保养
选用 SPF15～25 即可，
长时间暴露于阳光下
可选择SPF30以上的防
晒品。

此外，晒黑后想要
使肌肤白回来，去角质
和美白保养两者缺一
不可。去角质是治标、
美白保养是治本，但因
去角质不能天天做，甚
至脆弱敏感时也不适
合频率过高，因此美白
保养就相对更为重要。

长皱纹？
改变睡姿小习惯

仰睡 很多人觉得
仰睡不舒服，但是其实
仰睡可以减少脸部的皱
纹。所谓仰睡，就是平
躺、正睡，正所谓天大地
大我最大的睡相。这种
睡眠姿势不但可以使全
身肌肉放松，而且可以
减少脸部的皱纹。所
以，对于女性来说，适当
的仰睡可以预防脸部皱
纹出现，抵抗衰老。

另外，根据美国皮
肤病学会的研究，侧睡
会增加脸颊和下巴上
的皱纹，而趴着睡会让
你 的 额 头 沟 壑 纵 横 。
因此，最好仰睡。

别揉眼和眯眼 眼
部细纹产生的根本原因
还是干燥、缺水，眼周的
皮肤太单薄，保护能力
弱，水分易蒸发，较面部
其他部位容易产生皱
纹。亦有很多原因是自
己造成的，因为很多细
纹是表情纹，所以要管
好自己的双手，千万不
要大力揉眼睛，不要眯
眼或使劲看东西。

美国皮肤病学会
认为，像眯眼瞧东西这
类重复性的脸部运动
会使脸部肌肉过度劳
累，最终形成皱纹。所
以如果看不清，就戴上
合适的眼镜吧。

民生民生
时评时评

小常识

本报综合消息 在日前牛奶行业举
办的内部研讨会上，广州市奶业协会理
事长王丁棉认为我国现有的奶业标准全
球最低，主要是因为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而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丁木德则认为，
制定牛奶质量标准要从国情出发。业内
资深专家建议，中国应该大力提倡巴氏
奶，消除现有常温奶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乳业行业标准被个别大企业
“绑架”

素有中国乳业“大炮”之称的广州市
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说，在 2010 年以
前，我国牛奶的标准是每毫升细菌总数
50 万个，而蛋白质是每百克 2.95 克。
2010 调整国家牛奶质量标准时，征求地
方奶协和专家的意见，结果95%的意见都
没有被采纳。他认为中国乳业行业标准
被个别大企业“绑架”。

王丁棉：“提了 20 条意见，只接收 1

条。伊利、蒙牛包括生奶、常温奶、巴氏
奶这样的标准是他们起草的，把很多东
西都塞进去：细菌总数调到 200 万，甚至
蛋白质调到2.80。”

王丁棉介绍，过去中国的牛奶质量
标准在世界范围就不算高，如今中国牛
奶质量标准，其中的细菌总数跟 2010 年
前相比，每毫升提高了 150 万个，而蛋白
质含量每百克降低了 0.15 克。在他看
来，这样的标准是全球最差标准。

对于王丁棉的这些说法，内蒙古奶
协秘书长那达木德并不认可。作为卫生
部修改牛奶标准的专家组成员，那达木
德认为中国奶业的现状要取决于国情。

那达木德说：“我们国家 72%的牛
奶都是散户饲养、散户生产。产奶旺季，
春季和夏季这两个阶段，北方绝大部分
地区生产的牛奶，蛋白质含量达不到
2.95.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乳品企业按
照 2.95 国标来执行的话，这样的牛奶都

要倒掉。农业部作了大量的调研，主要
从国情出发，照顾最大多数奶农的利益，
这样把标准降低了一下。”

同样，牛奶中的细菌总数上调，也是
考虑到农民散养奶牛的环境现状，那达
木德说：“养殖环境比较差，这就包括乳
房炎的发病率，这样细菌数真正按 50 万
来规定，也是绝大多数达不到标准。在
这种情况下，定格 200 万，就能保证奶农
生产合格的奶。”

现有标准下生产的常温奶
显然不安全

为了奶农的利益，降低牛奶标准，会不
会以牺牲众多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代价？

面对疑问，那达木德这样回答：“我
国70%的牛奶全是液态奶，喝牛奶的目的
就是让国民获得优质蛋白和补偿钙，这
两个目的通过常温奶完全可以达到。”

我国把在牛奶加工过程中，137℃高

温瞬间消毒杀菌制作的牛奶称为常温
奶。这样的牛奶与国际上普遍实行的，
60℃到 85℃缓慢加热杀菌的巴氏奶形成
了两大阵营。那达木德承认巴氏奶是中
国奶业发展的方向，但是以我们现在的
物流条件、冷链条件和储存条件，在现有
的情况下，只能发展常温奶。

曾4次参与国家乳业标准制订的，西
部乳业发展协作会执行副会长魏荣禄明
确表示，在现有标准下生产的常温奶，由
于存在有害菌，显然不安全。

魏荣禄说：“如果有害菌的话，200万
里边，它的代谢产物是有害的。那么有
害菌代谢产物，杀菌是消除不了的，这对
人体的安全是有害的。所以细菌数越
高，安全系数越低。”

魏荣禄提出，未来我国需要大力提
倡发展巴氏奶，而牛奶的质量标准不能
只限于产品标准，更关键要规范生产工
艺标准。

中国奶业标准全球最低
专家称主流常温奶不安全 近日，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的一些

超市中，每盒（5 公斤）1180 元的小米、每
公斤178元的生态黑猪肉、每公斤358元
的蜂蜜等“天价食品”频频出现，引起不少
消费者的关注。由于这些食品主打“生
态”“安全”牌，虽然价格较高，仍受到不少
高收入阶层追捧，销售火爆，有的甚至需
要预约购买。（6月17日《重庆晨报》）

对于这些“天价食品”来说，不但远超
普通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同时价格也严重
背离其本身的价值——如济南一家餐饮
企业负责人所言，其实“天价食品”只比普
通食品略好点，并不应该值那么多钱；而
山东部分食品专家则认为，部分“天价食
品”与普通食品并无质上的不同，高价并
不一定代表高品质、高营养。

所以说，争相购买“天价食品”的众多
消费者，实际上花的都是冤枉钱，他们超
额的付出，并没有等值的回报。但这又并
非只是简单“钱多人傻”式的闹剧，“天价
食品”的追捧者，其实是在用这种近乎“自
虐”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于食品安全是
多么的渴望！因为这些食品主打的都是

“生态”“安全”牌，可以说，正是这两个关
键词组，才是构成“天价”的核心要素，才
吸引到了蜂拥而至的消费者。

但实际上，即便那些高收入阶层，也
不可能做到一天三顿都吃“天价食品”，如
此一来，安全健康也无法得到持久保障。

再者说，对于那些普通工薪族来说，谁又
消费得起这些“天价食品”呢？但他们也
是人，对于食品安全的要求，并不会因为
自己没钱而自降标准，但如果他们面对的
是每盒1180元的小米、每公斤178元的猪
肉时，这种“安全”的代价又如何让他们吃
得消？

食品安全人所共求，只是天价太骇
人。但是食品安全对我们而言，就像是阳
光与空气，是生存的必需品，一刻都缺少
不得，而且本应无须额外购买。当食品安
全问题的解决路径，通向的却是一桌桌奢
侈级别的“豪门盛宴”时，安全自然会异化
成一种高价稀缺物，成为一种高端享受的
标志，以至于只有富人才能得到。但是这
种只附着在“天价食品”之中的安全，只解
决了富人的食品安全问题，穷人又该怎么
办？

“天价食品”即便买得放心，也肯定不
会舒心——花高价才买来的基本安全保
障，谁也没有高兴的理由。其实，也只有
食品安全问题不再让人如此揪心，消费者
对于食品安全环
境 真 正 有 了 信
心，离谱的“天价
食品”才不会如
此招摇得让人欲
罢不能，烦心又
闹心。

岂能是“天价食品”才配安全
□ 万光武

近日，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保荐
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引人注
目的是，年龄最小的保荐代表人仅 27
岁。得知这个消息后，不少投资者通过发
帖感叹：“保荐人真是越来越年轻了！他
们保荐上市的股票靠谱吗？”显然，作为企
业上市的推荐人，保荐人日益年轻化遭到
不少质疑。与此同时，新股频频破发也让
投资者对保荐人的操守产生疑问。

才入行就当上副总裁

证监会公开资料显示，投行业务成为
去年券商业绩增长支柱，占营业总收入的
比例达14.3%。投行业务竞争加剧，券商对
保荐人的储备也日渐重要。从储备情况来
看，国信证券以139人排名第一，中信证券、
平安证券以91人、84人分列二、三位。

在公布的保荐人资料中，保荐代表人
以“70后”“80后”居多，年龄最大的60岁，
最小的仅27岁。保荐代表人王欢1984年
出生，目前担任海通证券投行部副总裁。

从工作经历看，王欢2007年6月1日进入
海通证券投行部，职务即为副总裁，注册
为保荐代表人的时间为今年3月14日。

保荐人被指荐而不保

今年以来，市场迎来最为密集的新股
破发潮，破发率高达 76%，打新浮亏的投
资者将矛头愤然指向保荐机构和保荐
人。据《投资者报》统计，今年以来破发的
111 只股票中，涉及 40 家保荐人，保荐破
发股最多的券商是国信证券和平安证
券。在被国信证券保荐的 15 只破发股
中，有半数破发程度已超过 10%，最严重
的是安居宝。被平安证券保荐的10只破
发股中，已有 8 家破发程度超过 10%，最
严重的为通源石油。

网友“强力止损”发帖称：“发行人和
保荐人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将新股价格定
得尽可能高，让小散打新变成高风险投
资。依我看，现在的保荐人是只赚钱却

‘荐而不保’。”

海通证券27岁保荐人成保荐机构年龄最小保荐代表人

入行就当副总裁 网友质疑不靠谱
□ 钟 旺

为提升社区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合理流动，济南市从 2009
年开始推进医学专家进社区工作，要求驻
济大中型医疗卫生机构定点帮扶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然而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由于宣传不到位、医生专业限制等
原因，坐诊专家大多在社区遭遇“冷板
凳”，未能发挥应有作用。有关专家认为，
帮扶社区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症下药”，
才能使社区居民得到更多实惠。

专家社区看病等不到几个病人

每周一上午是山东省立医院皮肤科
医生王霞英在济南槐村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坐诊的日子。尽管依托企业医院成
立的槐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置齐全，
就诊患者也较多，但来自省级医院、医学
博士出身的王霞英面前没有几位病人，反
倒是她对面的社区医生桌前围满了人。

“我在省立医院每天门诊量有四五十
人，但在这里坐诊半年时间了，通常只有

五六个病人，最多时也就 10 个左右。”在
大医院习惯了忙碌，王霞英有些不适应。

“有时觉得自己在这里发挥不了太大作
用。”

在解放路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坐诊的济南市中心医院血液科李大夫也
有着同样的感受。“我在医院一天能看 30
多个病人，而在社区一天也等不到几个。”

槐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印
戈告诉记者，作为定点帮扶单位，山东省
立医院目前有 6 名医生在他们中心轮流
坐诊，但情况都和王霞英差不多。

记者从济南市卫生局了解到，2009
年，济南市开展了“落实卫生强基工程 推
进医学专家进社区”行动，济南48家驻济
大中型医疗卫生机构与 123 家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签订了对口帮扶协议。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能有医院坚
持派驻专家进社区已不错了，目前部分医
院已停派专家。洪家楼办事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是山东省中医院的定点扶持单

位，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起初还有
专家过来坐诊，但由于病号不多，后来专
家就不来了。

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定点扶持六家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院社区卫生管理
科主任曹卫平却说，由于医院人手紧张、
社区门诊量小、医生积极性不高等原因，
除了道德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已停
止向其余几家社区派驻专家。

专家坐诊社区缘何受冷遇

专家进社区坐诊原本是好事，为何却
受冷遇？曹卫平认为，这与专家诊断病情
的方式有关。“社区需要的是全科医生，而
现在的医院分科较细，专业化较强，所以
有些大医院的医生在社区反而发挥不了
太大作用。”

“大医院的专家背后是一个团队，有
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治疗手段支撑，到了社
区，等于是单兵作战，难以发挥出他们的
长处。”张印戈认为，与大医院相比，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设施简陋、条件有限，一些
检测和化验没有办法做，影响了他们在社
区的工作。

“比如说皮肤病需要检测个真菌，在
社区就做不了，一些治疗也没办法进行。”
王霞英也告诉记者，在社区坐诊有时的确
存在一些困难。

同时，宣传不到位，群众认可度不高
也是专家坐“冷板凳”的原因之一。记者在
槐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随机采访了几位
患者，大多数人都表示不知道这里有专家
坐诊。在王霞英所在的诊室，很多人也是
看到她桌旁摆放着的省立医院皮肤科博士
的名签，才顺便向她咨询有关皮肤的问题。

此外，缺少沟通、派驻专家没有针对
性，也是专家进社区存在的问题之一。

帮扶社区还应“对症下药”

在采访中，很多长期从事社区卫生服
务的工作人员认为，帮扶社区的政策是好
的，但只有从服务社区的角度出发，采取

有针对性的措施，才能真正将政策落到实
处，让群众受益。

曹卫平说：“社区需要的是全科医生，
在这方面中医应该更具优势，而且中医诊
断病情靠的是望闻问切，对于一些医疗检
测设备的依存度不是很高，多派一些中医
方面的专家进社区应该更符合实际需
要。我们医院所辖的段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就是两位退休中医专家轮流坐诊，很
受群众欢迎。”

而除了坐诊，有关专家认为，双向交
流、举办健康教育讲座等，都有利于提升
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同时也可以加强宣
传、让专家真正贴近社区群众。

“真正的帮扶不能仅仅通过门诊量来
解决，应该是双向的。”张印戈认为，社区
医生具有全科知识，而医院派驻的专家专
科知识丰富，双方应多加强交流，优势互
补。同时也可以开通医学通道，对社区疑
难病人进行及时会诊或转诊。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专家社区坐诊缘何遇“冷板凳”
□ 钱 荣

位于宝丰县产业集聚区、去年11月开工建设的800MW太阳能电池片生产项目，
占地500亩，投资15亿元，主要生产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该工程一期预计今年9月
投产，届时4条晶硅太阳能电池生产线生产的电池片，产能将达到160MW。6月中旬
天气酷暑难耐，工地上依然一派繁忙景象。图为工人用工字钢安装高大的太阳能电
池生产线厂房。 摄影报道/记者 郑 巍

赵本山对其本人的肖像拥有权利，
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有人以赵本
山为原型，画一个卡通形象，赵本山还有
肖像权吗？昨日上午，北京市一中院对
此作出回应。该院以海南天涯公司的卡
通赵本山侵权为由，终审判其赔偿赵本
山12万元。

2009 年 12 月，赵本山以海南天涯公

司、谷歌公司未经其许可，擅自在天涯社
区网站多个页面中发布带有其卡通肖像
的 flash广告，侵犯其肖像权为由，诉至法
院。要求海南天涯公司、谷歌公司停止
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405万元。

海南天涯公司以卡通图片不是肖
像，不属于民法肖像权的保护范围，其使
用卡通图片不存在营利目的，赵本山的

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为由，请求驳回赵
本山的诉讼请求。谷歌公司以涉案图片
非赵本山的肖像，而是一个角色形象，赵
本山不能通过主张肖像权而保护该角色
形象，其未参与涉案图片的制作，亦未参
与涉案网站的经营为由，请求驳回赵本
山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赵本山的个人肖像
相较于其他东北普通农民形象具有明显
的可识别性。海南天涯公司的卡通人物
形象以该特殊识别性为特征，且配上“您
有才”“咱不差钱”等赵本山的经典台词
作为旁白，明确指向赵本山。法院还认
为，只要卡通漫画所反映的是具有可识
别性的自然人形象，该卡通形象就可以
归属于肖像概念的范畴。据此，一审法
院判决：海南天涯公司在天涯社区网站
主页上持续刊登致歉声明 30 日，并向赵
本山赔偿经济损失12万元。

海南天涯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没
有侵权为由提起上诉。经北京市一中院
审理，维持了一审判决。

卡通赵本山也有肖像权
海南天涯公司被判赔12万

□ 杨昌平

连日来，商丘市工商局睢阳分局深入开展添加塑化剂食品专项检查活动。该分局按检查出添加塑化剂食品的名单逐户排
查，防止添加塑化剂食品流入市场。图为6月19日工商执法人员在一超市饮料专柜检查。 摄影报道/记者 李渊怀

本报讯 （记者 杨红曼 通讯员
王淑霞）靠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用科学

提升发展质量。昨日，记者在河南永锦
能源有限公司采访时了解到，在历经 5
年 的 实 践 之 后 ，河 南 永 锦 能 源 公 司

“1234”战略发挥出巨大威力，企业总资
产由整合重组初期的 2 亿元飙升至
12.33亿元，职工人均年收入也由几年前
的1万多元猛增到现在的4万元，科技创
新与科学发展实现了和谐共赢。

“1234”战略是河南永锦能源有限
公司在 5 年前制定的创新发展战略。

“1”就是永锦公司把“创新带动、科技兴
安”作为“一把手”工程抓紧抓好。“2”是
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的人才双通道
战略。在请进来、送出去等学习培训的
基础上，积极招聘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加强自主创新人才队伍建设。“3”是
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推广应用和验
收结算三大体系，真正把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4”就是对自主创新成
果管理实行四级成果评审机制。即对
创新成果由矿井初审，公司技术信息中
心复审，专业评审组会审，技术委员会
终审的评审机制。

目前，各矿井综采、综掘技术的应用
及水与瓦斯的治理是影响公司安全发展
的关键。为此，公司及时组织技术人员
开展了难题攻关活动，收到了良好成
效。据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以来，河南永
锦能源公司就取得自主创新成果共 274
项，其中论文 11 篇，专利 3 项，五小成果
63 项，科技成果 197 项。《“两软一硬”不
稳定煤层综放开采综合技术研究与应
用》项目于今年 4 月顺利通过了河南省
科技厅组织的验收，该成果被称赞达到
了国内领先水平。

河南永锦能源

实施创新战略
助推企业发展

据新华社电 6 月 18 日，国家统计
局发布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指数。在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
作用下，5月份房价上涨曲线延续4月份
的趋缓态势。有专家预计，房价拐点或
将在三季度出现。

数据显示，在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方
面，70个大中城市中，环比4月价格下降
的城市有 9 个，持平的城市有 11 个。两
者相加较 4 月份增加了 6 个。涨幅比 4
月份缩小的城市有27个。

与去年同月相比，70 个大中城市
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3个，涨幅回落的
城市有36个。5月份，同比涨幅在5％以
内的城市有 36 个，比 4 月份增加了 7
个。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
城市的环比涨幅均控制在0.5％以内，同
比涨幅大多在5％以内。

全国房价涨势再回落

本报综合消息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网站消息，经中国食品药品鉴
定研究院检验，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
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力百
汀)中检出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即所谓的“塑化剂”。

药监局 6 月 18 日发布《关于停止销
售和使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西
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的通知》。

通知称，经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
院检验，在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力百汀)中检
出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立即
停止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阿莫西林克
拉维酸钾干混悬剂(力百汀)产品的销售
和使用，已进口上市的由企业召回。

药品力百汀
查出塑化剂

寻找弃婴
生父母公告

2011 年 3 月 9 日 21
时，在郑州市顺河路捡
拾男性弃婴一名，约 2
个月大，无随身物品，请
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持证件与陈龙联
系，电话：65169856，地
址：东风路 3 号。即日
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孩
子将被依法安置。

2011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