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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田养蔬菜批发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440400MA4X7
D4J9G，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九控房地产有限公司遗

失已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
联、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4400161130，号码：40721686，
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南屏名付理发店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粤地税字
44088219700327611X号，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瑞川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400MA4UL9E
W1G；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50016899801，编号：
5810-051340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千禧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5850017421202，
编号：581006215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品方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404006615127596）遗失已
填广东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
发票代码：4400172320，发票号
码：63827708，已盖发票专用章；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5850004447303， 编 号 ：
5810057522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贵人建筑劳务分包有限

公 司 遗 失 金 税 盘 ，编 号 ：
661704380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得叔珍姐熟食制

品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40405600176319，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鸿富车行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湾区丰水塘河鲜餐厅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41625199108294420；遗失发
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香洲许黄记商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正 本），注 册 号 ：
4404026000455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拱北美新快餐店遗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40405600083019；公章及发票
章（44040165062200025）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宝骏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
票章（44040159582573X）各一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市珠信达建筑工程机械

有限公司遗失广东增值税专用发
票（第二和第三联）各壹份，发票
代 码 4400172130， 号 码
0426580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泽宇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440400MA4
UNH7WXQ）遗失已填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记账联）2份，发票代
码：4400172130，发票号码：051
15984-05115985、已填开机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发票联、抵扣
联）一份，发票代码：1440017246
60，发票号码：01815465，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启丰印花有限公司因

客户遗失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联、抵扣联）一份，代码
4400172130，号码04389109，已
填开已盖发票专用章未抵扣，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戎辉投资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广东省地方税收通用发票
（电子-两联打孔式）15份，发票
代码：244001105001，发票号

码：08313429-08313443，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珠海惠景物业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
码 ：4400144160，发 票 号 码 ：
00563367，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苏裕环，澳门身份证号：

5133191（6）遗失珠海市珠海大
道3888号15栋803房房地产预
告登记证明，号码：粤房地预登珠
字第0100090946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高华市政综合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
码 ：4400144160，发 票 号 码 ：
00563368，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新高度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抵扣联、发票联）1份，发票代
码 ：4400144160，发 票 号 码 ：

00579367，已盖发票专用章，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珠海市金湾区群喜猪肉档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40404600013154，声明作废。

李耀敬遗失客运从业资格证，
号码：440922196603126814，声
明作废。

杨志勇遗失收银员资格证，
编号：1619031100404034，级别
四级/中级技能证书，声明作废。

拱北海关邓凌志不慎遗失海
关工作证壹本，编码：5722560，
特此声明作废。

胡晓生遗失建筑施工企业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书，粤建安A（2014）0003486，声
明作废。

骆亦武因不慎遗失警官证一
本，号码为：公现役字第9368590
号，声明作废。

权威发布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收费标准：标题90元，内容5元/字；
个人证件：100元/证（50字内）。

个人证件遗失声明
遗 失 声 明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12月
7日电 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的非洲联盟（简称非
盟）7日发布公告，对美国总统特
朗普有关耶路撒冷问题的决定表
示谴责。

特朗普6日宣布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
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
的进程。

非盟在公告中表示，美国总
统的这一决定会进一步增加地区
紧张局势，同时会对和平解决巴
以问题带来不利影响。

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在公告

中表达了对特朗普这一决定的关
切，并重申，非盟将会和巴勒斯坦
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人
民寻求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
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努力。

法基还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
国相关决议的框架内，努力寻求
公正、永久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法。

耶路撒冷问题是阻碍巴以和
平进程的症结之一。以色列在
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单方面
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
分割的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一
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
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很多和以
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
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

12 月 8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
鲁塞尔的欧盟总部，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容克举行新闻发布会。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8 日清
晨抵达布鲁塞尔与欧盟委员会主

席容克举行一周内的第二次“脱
欧”会谈，双方就爱尔兰边界、欧
盟在英公民权利、“分手费”等核
心议题取得一致，这标志着双方
即将开启第二阶段谈判。

新华社发

英国“脱欧”谈判取得进展
将开启第二阶段谈判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
埃尔多安7日开始对邻国希腊展
开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成为过
去60多年来首位访问希腊的土
耳其国家元首。

分析人士认为，埃尔多安此
番出访正值土耳其被西方国家日
渐孤立之际，他会否传递和解信
号颇受外界关注。

埃尔多安当天抵达雅典机场
后，检阅仪仗队，随后前往雅典中
部，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然后
分别与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
普拉斯、总统普罗科皮斯·帕夫洛
普洛斯举行会谈。

英国《卫报》报道，希腊这次
接待规模堪比接待美国时任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来访时的规模，

“几乎每个细节都安排到了”，足
见对此次访问的重视。

虽然同为北约成员国，且是
邻居，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一直
紧张，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次濒
临战争边缘。两国之间既有历史
恩怨、宗教矛盾，更有实际层面的

领土纠纷和利益冲突。因此过去
65年间，没有一位土耳其国家元
首访问过希腊。

去年7月发生未遂政变后，
一直力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扭转
外交政策，与欧洲和美国渐行渐
远，与俄罗斯越走越近。埃尔多
安这次访问欧盟成员国希腊，是
否会传递和解信号，颇受西方关
注。

希腊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领
导人、影子外交部长乔治·库穆察
科斯告诉《卫报》记者：“土耳其在
西方的形象不能再坏了，土耳其
借这次访问可以修复国家形象。
但如果埃尔多安来这只是为了向
西方喊话，那将造成麻烦，令希腊
政府尴尬。”

土耳其1987年申请加入欧
盟，1999 年获得候选国资格，
2005年启动入盟谈判。但由于
不少欧盟成员国对土耳其这个伊
斯兰国家充满疑虑，谈判过程阻
碍重重，经常是谈谈停停。

据新华社专特稿

和解还是对峙？
埃尔多安访希腊引关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8日
电 “白内障看不清，莎普爱思
滴眼睛”“一年卖出2800万支，
年销售额高达7.5亿元”……
针对医务界部分医生对莎普爱
思苄达赖氨酸滴眼液的疗效提
出质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6日发出通知，要求浙江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督促相关企
业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尽管监管部门早就对药品
广告的发布有明确的规定，但
药品虚假宣传屡禁不止，不少

“神药”牛皮吹上天，严重误导
消费者，甚至造成一些消费者
病情延误。

“神医神药”牛皮吹上天
有些耽误诊疗危及生命

12月 2日，一篇名为《一
年狂卖7.5亿的洗脑神药，请
放过中国老人》的文章引发社
会广泛关注。文章称莎普爱思
滴眼液并没有预防和延缓白内
障的科学论据，其广告涉嫌虚
假宣传。

随后，又一款宣称能治疗
风湿、类风湿、颈椎、腰间盘等
病症的“曹清华胶囊”被曝光。
经过核实，这款疗效神奇的胶
囊实际上只是保健品，广告中
骨科专家身份屡遭网友质疑。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夸
大其词、虚假宣传的医药广告
屡禁不止，消费者深受其害。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
2017年上半年全国受理“医药
及医疗用品类”投诉共 1954
件，其中涉及虚假宣传的有
485件，占24.82％。

根据广告法第四条规定，
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
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
者。广告法第十六条还规定，
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
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
或保证；说明治愈率或有效率；
利用广告代言人作推荐、证明

等内容。
但一些涉嫌虚假宣传的医药

广告往往游走在法律边缘。近期
天津市查处的违法药品广告“舒
筋定痛片”，宣称“滑膜炎、关节僵
硬疼痛只需服用三盒，肩周炎、腰
椎间盘突出只需服用五盒，类风
湿、股骨头坏死只需服用八盒”，
严重误导消费者。

医药虚假广告坑人有套路

尽管“神医神药”包装伎俩花
样迭出，但坑人套路实际上有迹
可循。

——“慢性病”药到病除，重
复洗脑大肆宣传。此类广告通过
洗脑式宣传，极力夸大药品疗效，
宣称能够治愈诸如高血压、高血
糖、腰颈疼痛等慢性病。

业内人士表示，这类广告通
常会在电视、广播、互联网、报刊
等平台上大肆宣传，更有甚者利
用黑广播等非法渠道进行洗脑式
狂轰滥炸，天天播、日日放，又是
祖传秘方，又是包治百病，难免让

“病急乱投医”的消费者心动。
——“神医”现场传道，推销

各类“灵丹妙药”。此类广告利用
演员扮演专家向消费者推荐药
品，言语中含有对药品治疗功效
的断言、保证等内容。

今年7月，国家工商总局公
布13个被查处的“医药广告表演
者”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不乏
有神医“刘洪滨”“高振宗”“李炽
明”参与的多个广告。

——宣传手法有猫腻，商家
大打擦边球。此类广告经常在突
出位置标注所治疾病的名称，容
易让消费者联想到该药品有治疗
广告中所提及疾病的疗效。

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医药虚
假广告行业已经编织成一张巨大
的利益网，相关节目制作流程严
密，有专业的配音网站、演员经纪
代理、全套制作的广告公司。有
人还专门成立电视购物公司，专
门帮药厂购入“药品”并更名，再
通过传播公司到媒体做养生节目
推广。一旦有人来电话咨询，就
有经过培训的导购用事先排练好
的话术大肆兜售。

“神药”热销靠吹牛
虚假医药广告顽疾怎么治？

与高昂的利润相比，较
低的违法成本让医药虚假广
告屡禁不止。尽管我国已出
台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
暂行办法、医疗广告管理办
法、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
等多部涉及医药广告监管的
法律、法规，但处罚力度十分
有限。

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盛说：“部分医药广告
宣传时会有意避开广告法关
于虚假广告的界定，只能依照
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进行
处罚，即使这类企业有违法所
得，也只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
下但不超过三万元的罚款，根
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

景明认为，根治医药虚假广告
顽疾的良方，在于依法依规加
强监管，加大监管执行力度，建
议提高对从事虚假医药生产、
发布者的处罚标准，增加其违
法违规的成本，形成强大的震
慑力。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所长于光军认为，医药虚
假广告涉及广告发布者、代理
机构、制作经营机构等多个环
节，与其对应的有多个管理部
门，应加强部门间的执法联动，
在加大对违规医药广告涉事企
业、人员惩处的同时，完善黑名
单制度，将整改不到位或拒不
整改的企业，列入违法广告失
信者名单，让黑名单企业一处
违规、处处受制。 新华

提高对从事虚假医药
生产发布者的处罚标准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重庆12月 8日电
我国首个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的人工心脏项目——重庆“永
仁心”植入式左心室辅助人工
心脏项目8日起将在北京阜外
医院、武汉协和医院和福建协
和医院进行临床试验，未来将
造福我国数十万重症心力衰
竭患者。

重庆“永仁心”人工心脏
是由中日合资的重庆永仁心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系引进
日本技术，并计划逐步实现国
产化。“永仁心”人工心脏2005
年已在日本进入临床阶段，患
者使用最长时间超过10年，技
术较为成熟。今年11月，重庆

永仁心公司正式获得国家食药监
总局颁发的国内首家左心室辅助
人工心脏《临床试验批件》。

心室辅助装置是全球公认的
各类终末期心衰的最有效治疗方
法，但我国至今尚无商品化的国
产心脏辅助装置供临床应用。国
外虽有商品化的心室辅助装置，
但价格动辄高达百万元人民币，
普通人根本无法承受，很多患者
只能在等待中走向死亡。

据介绍，临床试验结束后，
“永仁心”人工心脏或将在2018
年投入临床使用，结束我国对
终末期心衰治疗无能为力的局
面，为数十万重症心衰患者带来
希望。

人工心脏首度开展临床试验
将造福我国数十万重症心力衰竭患者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8
日电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
来，全国各地法院积极实
践，截至今年10月底，共发
出 1830 份人身安全保护
令，成为许多长期遭受家庭
暴力受害者的“保护伞”。

这是记者从 7 日在河
南省新乡市召开的全国部
分法院家事审判方式和工
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的。

2016 年 3 月 1 日反家
暴法正式施行后，全国各地
法院配合家事审判方式和
工作机制改革，在反家暴方
面做了许多探索。反家暴

法实施第4天，河南省就发出
首张人身安全保护令，荥阳
市的张女士成了“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正在诉讼离婚的她
害怕继续受男方殴打，3月 3
日向荥阳市法院提出申请，次
日就拿到了法院的人身安全
保护令。法官还及时将裁定
书送到男方及其住所地的派
出所、居委会等相关部门。该
保护令有效期6个月，主要内
容是禁止男方跟踪、骚扰、威
胁、殴打张女士。上海市4家
试点法院均与公安、司法、民
政、妇联等部门建立了反家暴
协作机制，确保人身安全保护
令有效执行。

人身安全保护令成家暴受害者“保护伞”

全国已发183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