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的大雾之争尚未有结果，上海
的“雾污染”又再次进入视线。

复旦大学新近公布的一个有关雾
污染研究报告显示，上海市区采集到的
雾水，大多颜色较深，呈黑色，雾水中可
检测到多种致癌致畸物———多环芳烃，
浓度值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相比偏高。

对此，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总工程
师伏晴艳10日回应称， 上海雾水中的
多环芳烃含量，远不及日常抽烟，甚至
低于炒菜产生的油烟。

上海雾水中含有多环芳烃致癌致
畸物质的测定，是由复旦大学环境科学
与工程系陈建民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
过自行设计的雾水收集器，对上海地区
的雾水进行了两年的收集和观测的结
果。

课题组的第一作者李想博士说，上
海大雾中的多环芳烃，多来自上海本地
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汽车尾气。

同时，课题组还发现，降雨能降低
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 多环芳烃在雨
前雨后的浓度相差近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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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经销地址: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东边)★平和堂药号(负一楼)��★火车站仁寿堂药号★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东塘平和堂药号★南门口好又多药
号★阿波罗广场药号★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火星镇楚仁堂大药房(凌宵路 63号)★华夏新一佳开福药号★芙蓉广场家乐福双鹤大药房★伍家岭岁宝双鹤大
药房★车站南路新一佳楚济堂药房★雨花亭嘉信茂双鹤大药房★井湾子大润发双鹤大药房★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大药房★★东风路王家垅楚仁堂药房
★蔡锷北路140号楚仁堂大药房★星沙:�易初莲花店福海堂大药房★星沙新一佳大药房★旺鑫大药房★西站:国泰药号(重阳路 88号)★浏阳:钰华大药房（北正
中路 23号)�★宁乡:开发药号★★望城:工农大药房(工农路一号)★株洲:平和堂药店★醴陵:瓷城百姓大药房★湘潭:福顺昌医药堂基建营总店(步步高斜对面)�★
福顺昌医药堂霞光店(河东建设南路)�★衡阳:国盛药号(南方大厦对面)��★益阳:家润多大药房(家润多超市旁)★岳阳:为民健康药店（九龙商夏对面）★怀化:东方
大药房★湘乡:四世堂大药房★娄底:长青药品店（长青中街 35号）★常德:武陵阁大药房★民康药号各连锁店★永州：康源药号（市委对面）

温馨提示:甲清 %已上市 5 年了,效果越来越好,请顾客购买时认准—
甲清%！ 严防一些药店营业员恶意推销其它同类产品！（三盒一疗程）

美国甲清%上市五年了， 已使很多的灰指甲患者
得到了全面根治。 专家提醒：得了灰指甲一定要及时
地根治，不能让灰指甲引起全身性皮癣、妇科病、丹毒
甚至癌症。 用新甲清%每天轻轻一涂，就会让你的灰
指甲“灰飞甲亮”！

不需包裹、不拔甲、不溶甲、祛除灰指甲！

如果有人能在国际市场找到任何一种杀
灭灰指甲真菌效果超过【新甲清】的产品，经
本公司核实，奖励人民币 50000 元！此承诺受
法律保护，并由中国人民保险承担保障！

郑重声明

甲清%告别 就像涂指甲油一样简单

咨询热线：857636380731-

神奇的美国新甲清%—帮你造就全新指甲
★国家权威检验和近万名使用者反馈， 对单一型混合型真菌杀灭率都达

到了 100%，祛除灰指甲后又能帮助长出新指甲。
★使用方法简单方便,使用两分钟后即可洗手、洗脚、洗澡，无需包扎，只

★能完全治好灰指甲，不会再复发。 另对皮癣和脚气也可以一涂了之，对肌
肤无刺激、腐蚀及毒副作用，使用者绝无疼痛感觉，不影响美观。

需轻轻一涂,可持续 48-72小时长效封闭杀菌,小孩和孕妇也可以使用。

灰指甲

（长沙市内免费送货）

我患腰 4-5 椎间盘突出、腰 5 骶 1 膨出、椎管狭
窄、第 3 腰椎滑脱增生，刚开始是腰疼、没多久臀部和
腿也感到疼痛麻木，牵引按摩、吃药打针，治了三年，最
后竟发展到走不成路，不得已作了手术，没想到更坏，
没人帮忙连床也下不去了…

偶然间听别人介绍仙草活骨膏在北京研制成功
了，对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有特效，该药内含生物
活性酶，能够进入病变组织深部发挥作用，使突出物失
水萎缩、溶解消失，从而解除对神经的压迫，部分患者
24 小时就能见效，灵妙神奇，而取名为仙草活骨膏，病
急乱投医，没多想就买了一个疗程。对于我这样一个长
期瘫卧在床的病号来说,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奇迹发生，
用药不到五天就能自己下床活动了,�10 盒没用完已能
走五六里路，坐立走躺灵活自如，仙草活骨膏让我重新
找回了生活的欢乐。

北京协和退休医师侯廷翰，自幼酷爱中医，一生淡

泊名利，耗费 60 年心血研制而成的“仙草活骨膏”，专
攻此类顽疾， 很多患者 24 小时就能见效，18 天可恢复
正常生活，用药 2-3 个疗程拍片检查可看到显著变化。
特别是半信半疑中使用本品的患者无不被其奇特功效
所震撼。 特注：本品低温技术提取，不脏不流不过敏，顽
重症患者谁用谁说好。 如患者心存顾虑连续用药一个
礼拜以上无效者可退药退款，不让你发一分冤枉钱。

健康热线：0731-89871315����89908599
�������长沙特约经销处：养天和星诚大药房（劳动西路东
塘西大华宾馆对面）海川新特药店（人民中路湘雅附二
院斜对面长沙电影城楼下）
岳阳：土桥友谊医药商场 湘潭:电话:58560560 贵富
康药号（湘潭市建设北路一中新校门对面）株洲：电话
28525899 繁成大药房（株洲市一医院东侧）市内送货
外地免费邮寄

冬季送健康、买 5送 1、10送 5、20送 15、30送 30莫失良机、过期不候
颈、腰椎病云南民间有奇方

新华社郑州11月11日电 河南省宋庆龄
基金会在郑州黄金地段建设的一座大型“宋
庆龄”雕像，带出了这个公益机构“自筹资
金”4亿元建设的大型项目。一个公益机构靠
什么自筹如此巨资？ 记者追踪采访了解到，
河南宋基会一边以“公益医保”名义在农村
大量“吸金”， 一边在城市投资放贷搞房地
产，其运作已严重偏离公益慈善事业。

获捐10.1亿，仅1.39亿用于公益
按照基金会中心网数据库的统计数据

显示， 到2010年末其净资产已达29.7亿元，
高居同业榜首。在2008年，河南宋基会的净
资产为15.4亿元，2009年增加到了20.9亿元，
2010年已经达到29.7亿元，两年时间几乎翻
了一番。

记者查询发现，2010年河南宋基会总收
入为10.3亿元， 其中捐赠收入占到了10.1亿
元。一个地方性公益机构，一年有超过10亿
元的捐赠收入，在国内实属罕见；但其当年
用于公益的支出却仅为1.39亿元， 悬殊之
大，令人不解。

巨额的应收款项是近三年来河南宋基
会财务数据的共同特征。2008年， 河南宋基
会当年捐赠收入达8.6亿元， 支出5100多万
元， 而应收这一项高达11.56亿元；2009年，
当年捐赠收入6.2亿元，支出8000万元，应收
高达16.5亿元。到了2010年，长期投资有4.29
亿元，而应收款项竟高达24.57亿元。

记者调查了解到，河南宋基会旗下一批
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房地产开发、担保、教育、
保险代理等。

借口公益医保，其实高息揽储
公益医保业务是河南宋基会下属的河

南省公益医保发展管理中心开展的主要业
务，从2005年开始，目前其市一级分支机构
在全省18个省辖市已经设立了17个。

河南宋基会在漯河市临颍县的一位村
级公益医保代办员介绍， 仅他负责的一个
村，一年通过所谓公益医保，就向河南宋基
会缴纳180万元，而他每收1万元就有80元的
提成。农民经他之手办这个公益医保，都是
冲着一万元每年400元的利息。

“说是办公益医保， 其实就是高息揽
储。”这位代办员说。

在村民拿到的公益医保证中，记者看到
有一则担保书， 由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河
南宋基投资有限公司、河南鼎泰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三家单位盖章，还附送了一份由河南
宋基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意外伤害保
险。而公益医保证中的一系列机构，从保险
代理公司、担保公司，到公益医保中心、宋基
公司，都是河南宋基会的旗下公司，组成了
一条触角伸向基层农村的庞大资金吸纳链
条。

大批资金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向
上归集，用于河南宋基会旗下公司的一系列

投资、放贷业务。

主营业务收入为零，放贷成主业
宋基公司以宋基会的名义开展经营，并

且涉足民间高息借贷，已经是业内公知的秘
密。2008年， 在河南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郑
州“地王”蓝堡湾崩盘事件中，河南宋基投资
有限公司便是债主之一，债权达数千万元。

记者在郑州工商局查询发现， 近几年
来， 宋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很少甚至为零，

但每年都有上亿元的应收、应付款项。再如
宋基同济置业公司，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为
零，而应收款项中，年初为2亿多元，年底就
高达5亿多元；另一方面，应付款一栏，年初
达4.7亿元，年底又增至近5.6亿元。

多名工商税务部门专业人士表示，按道
理基金会作为公益机构， 财务应公开透明，
而现在财务表现竟然比许多企业还要“复
杂”，且大部分都是关联公司“倒账”，最终流
向又不得而知。

揭开河南宋基会“利用公益慈善吸金”之谜

公益？医保？投资？都只是幌子！

新闻出版总署
部署“新闻打假”
不得依据非第一手材料编发新闻
网络信息未经核实不得直接使用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新闻出版总
署日前印发了《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
干规定》， 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健全内部防范
虚假新闻的管理制度、 纠错和更正制度，完
善虚假失实报道的责任追究制度。

《规定》要求，记者必须持国家新闻出版
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采访； 必须坚持实
地采访， 不得依据未经核实的社会传闻等
非第一手材料编发新闻； 开展批评性报道
至少要有两个以上不同的新闻来源， 并在
认真核实后保存各方相关证据。 针对目前
媒体未经核实使用网络信息编写报道造成
严重虚假新闻等问题，《规定》 要求，“新闻
机构要严格使用社会自由来稿和互联网信
息制度， 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网络信
息和手机信息， 不得直接采用未经核实的
社会自由来稿”。

《规定》还明确要求，新闻机构须建立健
全虚假失实报道的纠错和更正制度，完善虚
假失实报道的责任追究制度。凡经调查核实
认定报道存在虚假或者失实的，新闻机构应
当在本媒体上及时发表更正，消除影响。

上海“雾污染”致癌致畸物没那么严重
专家回应：含量远不及抽烟和炒菜 环保部：PM2.5标准明年有望在京沪穗推行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11日说，在长
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臭氧、灰霾
污染为特征的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显
现，其中，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城
市，灰霾天数占到了30%-50%。大气污
染防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张力军指出，中国现行空气质量标
准急需进一步修订。 公众关心的PM2.5
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明年有望在北京、上

海和广州等地推行。此外，今后在监测
中还有望增加臭氧8小时标准值。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强污
染减排及污染防治工作，将区域污染联
防联控战略作为推进我国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的重要手段和主攻方向。

PM2.5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
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富含
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

长三角臭氧灰霾复合型污染日益严重

“长江流域近几年发生的干旱和洪
涝等气象灾害，与三峡水库没有直接关
系。研究表明，三峡水库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范围不超过20公里。” 这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11日在北京发布的“2011年
《气候变化绿皮书》 做了详细分析后得
出的结论。分析认为，这些旱灾的发生

与我国大尺度的旱涝转换规律和降水
演变特征有关，主要由海洋温度和青藏
高原积雪的变化造成大范围大气环流
和大气下垫面热力异常所引发，认为与
三峡工程建设相关联是缺乏科学依据
的。

■据新华社、新民晚报、法制晚报

三峡工程影响气候不超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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