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红绿灯】

绿灯

红灯

樱桃果实连体， 通常是因为
在孕育花苞时两个雌蕊发生基因
突变黏连在一起，同时受精，导致
果实黏在一起。种植樱桃对温度、
湿度要求较高， 且大部分品种抗
虫性较好， 生长过程一般不使用
农药， 采收完毕后， 为了保护树
叶才开始喷药。也就是说，连体樱
桃不是因为打了激素和农药。

剪脚趾甲时， 你可能会沿着
甲片前端的白边剪成圆弧状， 其
实这是错的。 这样剪容易导致趾
甲嵌入皮肤， 或趾甲边缘皮肤与
鞋摩擦、被挤压后受伤发炎化脓，
导致甲沟炎。 因此最好修剪成方
形， 即前端是一条直线， 而非圆
弧状， 然后用锉刀将尖角磨圆。

炎炎夏日， 不少人的脾气也
变得 “一点就着”。 据英国 《卫
报》 分析， 科学家认为这可能与
人体对热度的生理反应有关。 气
温升高会导致人体心跳加快、 睾
酮水平增加及其他代谢反应， 它
们会刺激交感神经系统， 该系统
负责战斗或逃跑反应， 因此人们
更有可能发生冲突。

脱因咖啡一般指去除了97%
以上咖啡因的咖啡， 也含有少量
咖啡因。 普通咖啡和脱因咖啡的
区别： 颜色。 如水洗法脱因咖啡
的咖啡豆颜色要比普通咖啡生豆
的颜色深； 重量。 脱因咖啡豆更
轻， 密度更低； 味道。 脱因咖啡
的味道更淡。

连体樱桃没打激素

天气热脾气差

脱因咖啡也含咖啡因

脚趾甲应剪成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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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7月
5日与刘巍 （1101041980××××1638） 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 自即日起， 刘巍不得以我社
名义洽谈任何业务， 其在外的一切活动皆属
个人行为， 与我社无关。

特此声明！
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0日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
组织， 联合区物价检查所， 通过
“四步走”， 开展全区范围内的医
耗联动综合改革价格专项检查。

一是提醒告诫 “优先走 ”。
召开 “医耗联动改革市场监督管
理告诫会”， 对全区47家参加医
改的医疗机构进行专项检查前的
提醒告诫 ， 要求其加强价格自
律， 严格执行价格政策及价格公
示制度， 禁止超出政策指导价浮
动幅度制定价格等违法行为。

二是专项检查 “出去走 ”。
结合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中规

范调整的1600余项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 针对丰台区实际， 对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实现全覆盖检查。
重点检查中医、病理、康复、精神、
手术等 5类医疗价格项目 ， 及
医 用 耗 材 零 加 成 执 行 情 况 ，
严 厉 查 处 价 格 违 法 及 不 正 当
竞争行为。

三是联动配合 “齐步走 ”。

与卫健委 、 医保局保持沟通联
动， 召开联合会议3次， 下一步，
将开展专项联合检查 ， 相互协
调、 密切配合， 形成监管合力。

四是深挖根源 “倒着走 ”。
认真梳理此次专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 ， 找准症结 ， 建立长效机
制， 为北京市完善医药价格管理
政策和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

出政策建议。
（田春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四步走”开展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价格检查

最全“老年人防骗攻略”
助老人远离 大骗局

□本报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老龄协会和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联合推出 《北京市涉老舆情大数据研究报告
（第1期）》 和 《老年人防骗攻略 （2019年版）》。 其中， 《防骗攻略》 聚焦养生保健、 投资理财等
多类骗局。 老人如何提高防骗意识？ 遇到骗局时又该如何补救？ 《防骗攻略》 帮助您。

这类诈骗一般包括： 免费旅
游 、 VIP 体检 、 夸大保健品效
果； 安排 “老人” 现身说法， 忽
悠老人往销售公司存钱； 销售假
药致老人死亡 ； 销售 “秘制神
药”， 保长寿体健。

《防骗攻略》 提示： 面对保
健品诈骗， 要做到 “两要、 两不
要”， 即不要相信有包治百病的
神丹妙药， 如果患有疾病， 要主
动到医院就医， 保健品不能治愈
疾病。 相反， 伪劣的保健品会加

重患者的病情， 贻误治疗良机。
不要轻信犯罪分子编造的虚

假身份或者夸大的保健品功效，
也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 要多
和子女及亲戚沟通。 老年人在遇
到推销保健品或者声称可以退款
的情况， 不要擅自做决定， 要积
极和自己子女或者其他亲朋好友
沟通， 听取他们的意见。 要保存
购买保健品的相关单据以及快递
单， 以便在查证上当受骗后及时
向公安机关提供。

■保健养生类诈骗■

■角色扮演类诈骗■
这类诈骗一般包括： 冒充民

政部门工作人员谎称办理残疾
证、 低保补贴； 冒充政府拆迁办
人员诈骗； 冒充财政局工作人员
实施诈骗； 冒充亲戚串门诈骗；
假扮燃气公司或水电公司员工诈
骗； “神医” 看病行骗。

《防骗攻略》 提示： 老年人

遇有自称政府工作人员来访时，
应当核实其身份， 要求其出示工
作证， 必要时向其所在单位打电
话核实。不要轻信“天上掉馅饼”，
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利益不沾， 保
持平常心。 维修要找物业或者打
使用说明书上的客服电话， 切莫
相信楼道张贴的小广告。

■收藏品类诈骗■
这类诈骗一般包括： 夸大价

值骗取 “标的费”； 承诺高价回
购收藏品行骗； 免费鉴宝 “局中
局” 诈骗。

《防骗攻略》 提示： 拍卖藏
品， 须认准有拍卖资质的拍卖公
司， 正规拍卖公司在藏品未成交
之前不会向卖家收取任何费用。

如果需要签署藏品回购合同时，
建议寻求律师帮助。

老年人参与收藏品投资或者
拍卖， 一定要到专业部门， 不要
轻信电话、 网络、 电视推销， 谨
防所谓 “拍卖公司” “艺术品公
司” 的诈骗陷阱， 发觉被骗要及
时报警。

■投资理财类诈骗■
这类诈骗一般包括： 消费返

本复利型投资理财诈骗； 小利小
惠诈骗型投资理财诈骗； 投资贵
重物品型投资理财诈骗； 理财产
品诈骗投资理财诈骗； 合伙人与
原始股骗局投资理财诈骗； 非法
传销型投资理财诈骗； 广告诱惑
型投资理财诈骗； 免费旅游天价
购房型投资理财诈骗； 网络理财
诈骗投资理财诈骗。

《防骗攻略》 提示： 老年人
在投资贵重物品时应当多方考
量，包括注重出售方的主体、资质
等， 以及贵重物品是否符合其所
应有的价值。 以避免被虚假的出
售方或不值钱的物品所欺骗，带
来不必要的损失。 老年人在选择
理财产品进行投资时， 不要盲目
从众， 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也
不要贪利以防陷入更深的骗局。

■骗婚骗财类诈骗■
这类诈骗特征一般包括： 不

法分子在网络上或公园等老年人
聚集地炫耀财富、 地位、 家庭背
景等个人信息进行利诱； 不法分
子以网聊痛陈失败婚恋史或不幸
生活、 虚构自己拥有雄厚的财富
等骗取同情或博取好感， 进而谋
财谋色；

不法分子编造虚假身份或人
际关系信息作虚假承诺或索要财

物； 不法分子一旦无利可图或骗
取钱财到手就会消失。

《防骗攻略》 提示： 结婚与
交往的前提是需要明确对方的身
份信息， 对于对方虚构的信息要
及时分辨， 不要轻易受欺骗。

老年人在交往过程中， 遇到
对方多次索要钱财， 无论是以何
种目的， 都要谨慎对待， 可以同
子女进行商量。

■旅游类诈骗■
这类诈骗特征一般包括： 不

法分子通过各种嘘寒问暖方式，
用 “温情攻势” 取得老人信任 ；
不法分子以低价旅游诱惑， 骗取
老人钱财后潜逃； 导游与景点商
店等相互勾结 ， 强制老年人消
费， 并规定最低消费额， 不买不
准离开。

《防骗攻略》 提示： 强迫消

费侵犯了消费者自由交易、 公平
交易等权利， 并且由于强迫交易
造成人身损害更是对于老年人作
为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旅游景点
以低价销售假货或以高价销售与
质量并不符合的产品， 是对老年
人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商家欺骗
的销售行为需要承担 “退一赔
三” 的责任。

■合同类诈骗■
这类诈骗一般包括： 借款合

同类诈骗； 一房二卖类诈骗； 低
价旅游套取高保证金合同。

《防骗攻略》 提示： 老年人
出借资金时一定要慎重， 最好让
对方出具担保 ， 保存好相关证

据。 为了确保担保真实性， 必要
时要委托律师核查。

金额较大的借款 ， 最好和
家 人 商 量 ， 办理出借手续时 ，
尽量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避免上
当受骗。

■电信诈骗■
冒充国家相关工作人员调

查 唬 人 ； 冒 充 亲 友 请 求 “ 汇
钱救急 ” ； 虚构中奖 ； 电话推
销等 。

《防骗攻略》 提示： 预防电
信诈骗， 要做到 “五不要”， 即

不要轻信不明对象及可疑信息；
不要因贪小利而受违法短信息的
诱惑； 不要拨打短信息中的陌生
电话 ； 不要向陌生人汇款 、 转
账； 不要泄露个人信息， 特别是
银行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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