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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就要来了!天价陵园又再次
被翻了出来" 在山东烟台一家陵园!墓
地的价格一平方米超过了万元!而烟台
市区的商品房均价也才四千多"墓地每
平方米的价格显然已远超当地房价"

此外!在山东济宁!一般墓地的价
格也已达到房价的两倍多" 在济南#青
岛等地!普通墓地每平米过万元已非常
普遍!有的已达到两三万元甚至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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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记者针对网民诟病最多的
$天价骨灰盒%问题进行调查!解开了普
通骨灰盒变身$奢侈品%的$天价谜团%"

$有不少客户拜托我们鉴定骨灰盒
材质!最终发现购买的所谓高档红木其
实是用低档木材甚至是树脂材料伪造
的" %上海宝兴殡仪馆副主任任黎伟分
析说!由于骨灰盒的材质很难辨别!$所
以很多&一条龙'代理和殡葬用品店就
可以漫天要价!一个进价"#$$元的骨灰
盒&一条龙'可能卖到%$$$元#&$$$元"

我们'宝兴殡仪馆(有")*元的平价骨灰
盒!但&一条龙'会卖到")*#元" %

由此不难看出! 骨灰盒之所以成
为暴利商品! 一个重要原因是信息不
对称! 一方面普通人对于骨灰盒的材
质#销售渠道不了解!难以辨别!另一
方面则是殡葬代理会找到各种理由
$忽悠%家属#阻止其获得正规机构的
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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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河南驻马店的任女士怀
胎十月!终于生下孩子! 可发现孩
子既有 $小鸡鸡%! 也有女孩特征"

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 一家人着了
急! 近日赶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
遗传研究所" 经诊断! 孩子的染色
体为女性! 但为什么发育异常(

任女士懊悔地说!怀孕&个月!

婆婆让她吃转胎丸!说确保能生男
孩"如今!孩子出现这种状况!怀疑
跟吃转胎丸有关"

,)日!记者在网上发现!不少人
在推销转胎药"一位卖家称!他的药
是祖传秘方!已给很多人试过!都成
功生下男孩" 对此! 河南省人民
医院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廖世秀

说) $胎儿的性别从受精那一刻起
已成定局" 转胎丸不过是含有大量
雄性激素"% 廖世秀说! 转胎丸孕
早期使用! 可引起母体内分泌紊乱
导致流产* 而晚期使用! 即使可一
定程度上改变胎儿的体表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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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根本改变不了已确定
的染色体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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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型
糖尿病相比!!型糖尿病的防治更加
困难"但由于目前我国尚无!型糖尿
病防治指南!使这一疾病的临床治疗
规范化水平反而较低" 针对这一问
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正在加
紧制定相关指南!有望于年内出台"

!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表现为患者体内胰岛素缺乏!

需要终身使用外源性胰岛素来控制
血糖" 由于发病人数少!又多发生在
儿童和青少年身上! 社会各界对其
关注度普遍较低" 据介绍!目前我国
有关!型糖尿病的资料十分缺乏!

以致于具体发病人数尚不清楚!保
守估计至少有"##万人"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副主
任委员周智广告诉记者!一方面!与
"型糖尿病相比! !型糖尿病患者
的血糖控制更加困难" 目前!%#!以
上患者直到发生严重并发症时才被
确诊为!型糖尿病" $指南的制定势
在必行" %周智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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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黄先生在广州
古镇一正规通讯手机店购买手机"店
面还贴满了海报!并在明显的地方写
有承诺 $如发现水货假货当场奖励
"####元%" 几经挑选!黄先生选择购
买了一部品名型号为 $大显*,*%手
机!价款%)#元" 此后!黄先生多次为
使用的手机号码卡充值!但是手机很
快处于无线状态导致不能通话"

备受困扰的黄先生向通信公司
打单查询! 才知道是该手机内置扣
费软件的缘故! 该手机使用一个多
月即已欠费%#多万元"

黄先生将手机店老板林某告到
了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法院接到案
件后!为查明手机真伪!特将涉案手
机的发票#维修单据及被告的进货单
据一并提供给大显手机的生产厂家
查询" 根据该手机生产商的回函!涉
案手机确实是假冒产品"法院由此判
决林某向黄先生支付手机赔偿款%)#

元及奖励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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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与糟糠之妻白手起家!如今
千万身家偷养情人&年! 更草拟一个
让妻妾和谐共处的荒唐协议)一三五
陪情人!二四六陪老婆!妻子终于忍
无可忍提出离婚" 近日!广东兴宁法
院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并
支持妻子多分财产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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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起! 重庆市禁止明码标价
或实际零售价格超过"###元-条的卷
烟" 率先发出禁令的万州区烟草专卖
局表示!从%月"日起!该局将派出大量
稽查人员对全区范围的卷烟销售网点
进行拉网式清查"并且!该局也希望广
大消费者不要购买零售价格超过"$$$

元-条的卷烟" 与此同时!烟草专卖局
也希望广大市民积极举报销售"$$$

元-条以上$天价烟%的违规行为"

,)日! 重庆市烟草专卖局有关负
责人证实!严查$天价烟%是国家烟草
专卖局组织的统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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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公布以螺旋藻为原料保
健食品重金属专项监督检查结果"

,$",年,月!针对以螺旋藻为原
料的保健食品存在重金属超标隐
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北京市
药品检验所等.家检验机构对市场

上部分以螺旋藻为原料保健食品开
展了铅#砷#汞重金属专项监测" 根
据市场产品抽样和媒体报道情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月,)

日布置对可疑产品开展专项监督检
查" 结果显示!康爱斯牌螺旋藻片#

澳奈斯绿色经典牌螺旋藻片# 鸿洋
神螺旋藻+个产品为假冒保健食品*

福建省幸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幸福来牌螺旋藻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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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的产品铅# 砷超过限
量标准*媒体报道的绿/牌螺旋藻精
片# 汤臣倍健牌螺旋藻片和金奥力
牌三达紫光螺旋藻片等其他产品铅
含量在本次监督检查中结果均未超
过国家限量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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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协查通报中显示!犯罪嫌疑人蒋春!男!生于
")0%年!身高"1.米!体态较瘦!穿黑色棉服!帆布裤子!呢
面鞋!头发较长!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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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日!公安机关
发布悬赏通告! 对提供吉林省特大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蒋春破
案线索的将给予奖励"

记者从吉林省公安部门了解到!+月,0日"*时左右! 吉林
省辉南县抚民镇一个名叫蒋春的男子杀死*人后潜逃!其中一
名死者是他的妻子" 目前!吉林警方正在紧急搜捕!严防在逃
者再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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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 会议确定了加强进口的政策
措施) 一是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

以暂定税率方式! 降低部分能源原

材料进口关税! 降低部分与人民群
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
税! 降低初级能源原材料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所需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
不能满足需要的关键零部件进口关

税" 继续落实对自最不发达国家部
分商品进口零关税待遇! 加快降税
进程! 进一步扩大零关税商品范围"

结合自由贸易区降税安排! 引导企
业扩大从自由贸易区成员方的进口"

二是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 鼓励商
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 支持先
进技术设备# 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
材料的进口" 鼓励政策性银行对高
新技术产品和资源类商品进口提供

政策性金融支持" 三是提高贸易便利
化水平" 口岸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所
在地的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
行工作日,%小时预约通关和报检" 四
是完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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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
京+月+$日电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
到! 近期! 有个别网民在互联网上特
别是微博中编造# 传播所谓 $军车进
京# 北京出事% 等谣言! 产生了恶劣
的社会影响" 北京市公安机关迅速展
开调查!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对在网
上编造谣言的李某# 唐某等0人依法予
以拘留! 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
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 相关人员对

编造# 传播谣言的行为供认不讳! 对
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 并作出检讨"

北京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利用互联网编造# 传播谣言的行为严
重扰乱社会秩序# 影响社会稳定# 危
害社会诚信! 公安机关对此将依法查
处" 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不信谣# 不传谣! 发现谣言及时举报!

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
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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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些不法分子在互联网
上无端编造#恶意传播所谓$军车
进京#北京出事%等谣言"少数网站
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疏于管
理!致使网上谣言传播!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
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等法律法规!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责成有关地方网络管理
部门进行严肃查处!电信管理部门
依法对梅州视窗网#兴宁&,*论坛#

东阳热线#2京网等"0家造谣#传
谣!疏于管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网站予以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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