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 责编/韩春雷 组版/唐小妹20财富

昨日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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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不育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
的伤害，但是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身
心健康，而是整个的家庭闹剧，夫妻
间的感情破裂，带给很多人痛苦和不
幸。

孕育路上的“亚历山大”
当前，很多人的生活充满了各种

压力，就拿孕育宝宝这事儿来说，一些
人等到有条件时，孩子却迟迟盼不
来。经济压力解决后，身体上的压力
却更加可怕。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不
孕不育科副主任医师王汉贤提醒，各
种压力已成为孕育路上新的绊脚石，
一定不能轻视。

王汉贤说，很多不孕不育症状都
可以避免发生，如果患者能及时到正

规医院治疗，还是可以拥有孩子的。
女性不孕的病因有很多，它是多种疾
病共同作用的临床表现，包括全身、
卵巢、输卵管、宫腔、阴道等疾病，
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找到病因，对症
治疗。在女性生殖道中，衣原体最常
侵犯的部位是子宫颈，可引起局部炎
症，并可由此向上蔓延引起子宫内膜
炎、输卵管炎等疾病。另外，多次人
流也是导致不孕的重要原因。

“社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部分
职场女性容易紧张焦虑、精神压力
过大或长期处于忧虑、抑郁或恐惧
不安的精神状态中。”王汉贤指出，
女性长期情绪紧张，不仅会引起植
物神经功能失调，也会影响性激素
的分泌从而造成生殖功能失调，并

经过神经内分泌的改变影响到卵巢
功能，由此降低正常受孕几率。因
此，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要尽量
减少生活压力，放松心情，保持良
好的作息习惯，这样才能减少不孕
不育的发生几率。

不孕者多数源于输卵管不通
王汉贤主任透露，输卵管在女性

生育功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
位于精子通过和卵子结合以及受精
卵运行的“要塞”，具有“一夫当
关，万夫莫开”的特殊地位，据统
计80%的不孕症都是源于输卵管不
通。由此可见，输卵管阻塞对已婚
待孕妇女尤其是晚育女性的危害是
不可小视的。

今年31岁的小周和丈夫大学相
恋，然后毕业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后
在两家人和朋友的祝福下走向了红地
毯。可结婚这三年，不孕却一度让小
周崩溃，小周认为老公对自己那么
好，自己却不能给老公生个孩子，实
在愧疚。

春节前，听说海南中西医结合医
院是专业的不孕不育医院，了解医院
环境之后，就预约专家号来做检查。
不孕不育生科王主任为小周做了一个
详细的问诊，同时为她做了个输卵造
影检查，得知小周的输卵管严重的堵
塞并且有粘连的情况，导致精子卵子
无法正常结合最终导致不孕。在“腹
腔镜下COOK导丝输卵管再通术”
的作用下，小周的输卵管全面畅通，

目前正在医生的指导帮助下，调养身
子，准备播种新的希望。

三镜一丝助孕术帮您圆梦
“宫腹腔镜和COOK导丝联合手

术，是治疗因为输卵管不畅导致不孕
的常用手术。”王汉贤主任说，“三镜
一丝”技术优势是联合运用输卵管
镜、宫腔镜与腹腔镜“三镜”和美国
cook导丝系统“一丝”，一次性有效
介入，准确检测出卵巢、宫腔、腹
腔、输卵管腔内外病变，能同步全面
解决子宫、卵巢盆腔与输卵管积水、
粘连与阻塞等问题，提升不孕症介入
疏通诊疗的安全性能与不孕患者的妊
娠率，是当今医学界首肯的不孕症诊
治的高端技术。

三“镜”齐下，打通输卵管“生命通道”
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不孕不育健康热线：65383838

7 日下午，国家工商总局通报
了，“3·15”晚会曝光事件后续调查
结果。

央视“3·15”晚会曝光涉及工商
职能的问题后，国家工商总局迅速
与曝光问题涉及到的七省市工商局
消保机构取得联系，即时了解相关
情况，指导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各地高度重视央视“3·15”晚会
曝光问题，迅速部署执法力量对曝

光问题涉及的汽车4S店进行调查。
按照总局统一部署，各地及时

对晚会曝光涉及的汽车4S店开展调
查，有针对性地对汽车4S店经营者
开展行政约谈，明确指出其侵权行
为，责令其限期整改，并依法处理。

海南省工商局对汽车4S店进行
规范整治，在海口地区检查发现了2
家存在侵权行为的4S店，执法人员当
即对涉事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责令

其整改并妥善处理消费者诉求。
根据相关省市工商部门的调查

情况，各地认真梳理和处理解决消
费者的相关投诉，有针对性地组织
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查处汽车维修
行业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在快速处理晚会曝光问题的过
程中，各地注重同交通运输、价格、
质监等部门的沟通，切实发挥部门
协作的监管合力。各级消协组织积

极发挥职能作用，及时约谈相关企
业，督促其公布解决方案，切实保护
消费权益。

总局将进一步加大对《消法》和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的
宣传和培训，督促各地继续做好汽
车维修服务的整治工作，指导各地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严厉查处消
费侵权违法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 （据法制晚报）

国家工商总局通报4S店小病大修调查结果

海口两家4S店侵权

据新华社杭州 4 月 7 日专电
借助微信而兴起的社交微商近年来
十分火爆，然而有业内人士曝出，朋
友圈里微商晒出的高额成交量、火热
交易记录截图刷屏，很多是通过软件
制作出来的虚假现象，目的是引诱朋
友圈中的人购买甚至有诈骗嫌疑。

近日，网上一篇名为“原来朋友
圈晒成交、晒对话、晒记录是这么弄
出来的”帖子让不少喜欢在朋友圈里
购物的网民大跌眼镜，帖子称交易记
录、转账记录都可以通过“微信对话
生成器”“支付宝转账截图器”等软件

随意制作出来。
记者从百度搜索“微信对话生成

器”，瞬间跳出数万条相关信息。随
后记者随意下载了一款试用软件，按
照说明，很快生成了对话。软件不仅
可以随意设置对话双方的头像、昵
称，编造对话内容，还能插入微信转
账、语音，最后软件还帮助自动生成
截屏。而“支付宝转账截图生成器”
则可以设置双方支付宝头像、姓名、
付款金额等转账信息。记者看到这
些软件在某些网站上已被下载数十
万次。

一位在朋友圈里卖东西的微商
告诉记者，这种做法的确存在，并且
越来越受微商青睐。“多数是捏造好
评和成交额，让人误以为产品质量好
受欢迎，这样就能吸引别人购买。”这
位微商说，由于目前对微商没有规
范，整个圈子较乱。

记者发现，这种做法甚至可能演
变成为传销。一些微商的重心不是
放在销售产品上，而是为了发展下
线，招代理商，有诈骗嫌疑。

杭州一位全职妈妈告诉记者，她
在朋友圈看到一朋友卖保健品非常

火爆，几乎每天都“晒”数千元的成交
额。看到对方在招代理，她就拿出
5000元购买了一批，然而没想到拿
到手的保健品包装粗糙，连生产日期
都没有，根本不敢卖。当她质问这位
朋友时，朋友承认交易记录是假的，
且也这样被别人欺骗，现在靠发展下
家捞回点成本。

业内人士表示，微商作为一个新
兴起的商业模式，在互联网背景下，
十分有前途，但当前由于没有规则界
定和监管措施，导致乱象丛生，建议
国家相关部门进行规范。

朋友圈微商生意火爆？

国家食药监总局上周在官网公
布2015年第三期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22类食品中查出不合格食品达
335批次。

其中在婴幼儿食品中，标称汕头
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丽婴房”多款营养米粉维生素A含
量不达标。味精十大品牌之一的“菱
花”牌食用玉米淀粉、吉林省杞参食
品有限公司的“杞参”炒炖香（鲜浓
型）调味品均在不合格名单之列。

抽查发现，有44批次的特殊膳
食食品有问题，包括婴儿配方食品、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和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涉“丽婴房”、“英吉利”、“鼎福”、“多多
呗”、“贝贝爱”、“安奇儿”等品牌。

标称汕头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丽婴房”胡萝卜婴儿
营养米粉1段、“丽婴房”薏米红枣营
养米粉2段、“丽婴房”三文鱼蔬菜营

养米粉3段、汕头市英吉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生产的“英吉
利”婴幼儿配方谷粉，均检出维生素
A不达标，低于国家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多多呗”、“贝
贝爱”、“安奇儿”有7批次的营养米
粉检出致癌物黄曲霉毒素B1超标，
国家标准规定黄曲霉毒素B1在婴幼
儿食品中的限量为0.5g／kg。黄曲
霉毒素是人类一个致癌源，长期摄
入低剂量的黄曲霉毒素大大增加患
肝癌的概率。

在17款不合格食用油中，9款食
用油苯并（a）芘含量超标被点名。由
安徽芜湖中益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

“益然香”木榨菜籽油，苯并（a）芘是
标准的3.2倍，它是致癌物、致畸原及
诱变剂，对眼睛、皮肤均有刺激作用。

肉制品不合格品达49批次，有
33批肉制品是菌落总数或大肠杆菌
超标，包括台商独资企业江苏全益

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食家铺子”牛
肉粒。

部分不合格婴幼儿食品（来源
国家食药监总局官网）

●汕头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的“丽婴房”胡萝卜婴儿营养米
粉1段 （225克（25克×9条）/盒12
盒/箱，2014-08-1）

●汕头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的“丽婴房”胡萝卜婴儿营养米
粉1段 （500g/听，2014-04-15）

●汕头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的“丽婴房”薏米红枣营养米粉
2段 （225g/盒 ，2014-04-07 ）

●汕头市华兰氏食品工业有限
公司的“丽婴房”三文鱼蔬菜营养米
粉3段 （225g/盒，2014-01-07）

●江西海斯易食品有限公司的
“多多呗”五谷杂粮营养米粉 （800
克/罐，2014-06-12）

●江西神水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的“贝贝爱”护肠猪肝番茄营养米
粉 （518克/罐，2014-04-14）

●汕头市英吉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第一分公司的“英吉利”婴幼儿
配方谷粉 （275 克，6 罐/箱，2014-
07-19）

●宁乡英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婴尚”纯营养米粉超微细+奶配
方 （450克/桶，2014-05-16）

●广东金祥食品有限公司的
“滋儿乐”益生菌营养米粉五谷蔬
菜 （250g/盒，2014-06-14）

●广东智多星食品有限公司的
“黄金麦氏”益生元婴儿营养奶米
粉 （450g/听，2014-02-10）

●南昌市培宝食品有限公司的“英
滋”营养米粉（275g/盒2014-03-01）

●江西省益众园食品有限公司
小蓝分公司的“蓓茵健”乳铁蛋白营
养米粉 （528克/桶2014-04-15）

（据新京报）

丽婴房等婴幼儿食品上黑榜

业内称很多
是软件做出来的

9款食用
油含致癌物

深交所推出
早间信息披露制度

日前，深交所发布《关于推行
交易日早间及非交易日信息直通
披露制度的通知》，将在我国证券
市场上首次实行早间信息披露制
度。这是深交所继2007年8月率
先推出午间信息披露制度之后，贯
彻中国证监会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推进监管转型工作部署，深化信息
披露制度改革，持续提高服务水平
的又一重大举措。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
紧张的技术开发和改造，深交所

“交易日早间及非交易日信息直通
披露”功能模块将于2015年4月8
日正式上线运行。届时深交所在
现有交易日一日两个信息披露时
段（午间和收市后晚间披露时段）
的基础上，将增加每个交易日的早
间时段（6：00～8：00）以及单一非
交易日或连续非交易日的最后一
日下午（12：00～16：00）信息公告
直通披露时间窗口。

（据中国证券网）

深市新股民
以本科以上为主

近日，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
发布《深市新开户个人投资者学历
分析报告》，就2014年初到2015年
3月31日之间的深市个人投资者开
户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深市
新开户投资者受教育程度不断提
高，以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并呈现
出年轻化的趋势。 （据深交所）

沪指大涨2.52%
剑指4000点

周二早盘两市双双大幅高开，
银行、券商、有色、煤炭等权重板块
轮番表现，沪指震荡走高；午后，盘
面延续普涨行情，尾盘再度走高。

截至收盘，沪指报3961点，涨
2.52%，创出2008年3月以来的新
高；深成指报13768点，涨2.03%；
创业板报2556点，涨1.85%；i100
指数大涨2.33%。两市共有146只
非ST股涨停。 （据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