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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
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
意见》指出，禁止医药代表承担药品销售
任务，禁止向医药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
供医生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意见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将

医药代表名单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定
的网站备案，向社会公开。医药代表负责
药品学术推广，向医务人员介绍药品知
识，听取临床使用的意见建议。医药代表
的学术推广活动应公开进行，在医疗机构
指定部门备案。

意见指出，医药代表误导医生使用药

品或隐匿药品不良反应的，应严肃查处；
以医药代表名义进行药品经营活动的，按
非法经营药品查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吴浈
表示，此次出台的意见针对当前药品医疗
器械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长远制度
建设，是一份重要纲领性文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指出:

医药代表卖药按非法经营查处

《健康时报》消息 先坐稳，保持膝关
节在座椅范围外，然后整条腿用力绷直并
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勾脚尖，此时可明
显感觉到大腿肌肉紧张。坚持抬高腿 30
秒，放松 5 秒，然后重复进行。注意一定
要持久一点，保持抬高腿、绷紧肌肉 30 秒
再放下。别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坚持锻
炼可以加强股四头肌力量，使膝关节更稳
定。无论是膝关节受伤或膝关节手术后恢
复，还是预防膝关节炎，都能做这种锻炼。
当然，如果一动就痛，那就不要做了，可以
先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护膝多做直腿抬高

环球网消息 1日，一名北大女生在美国旧金山失联。唐
晓琳，毕业于北大2004级空间物理专业，此前在美国犹他州大
学做导师助理研究员。10日，校方确认，唐晓琳已离世。唐晓
琳高中同学透露，其可能长期抑郁。唐晓琳朋友曾在微博上透
露，唐晓琳留下的最后踪迹是10月1日，她前往了金门大桥南侧
的迎宾中心。那里是她曾在给朋友的留言中说要去结束生命的
地方。作为旧金山的地标，金门大桥一直被誉为近代桥梁工程
的奇迹。但它也被称为“自杀圣地”，自开放近80年来，有1500
人从桥上跳下，但据当地人介绍，目前防自杀网已建好。

在美失联中国女留学生
唐晓琳被确认离世

《人民日报》消息 11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主持
例行记者会，就美国“查菲”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西沙群岛
领海进行了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一事回应称：10月10日，美
军“查菲”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西
沙群岛领海。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中方随即派出军
舰机依法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并予以警告驱离。

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1996年5月，中国政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
基线。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律和相关国际法，严重损害
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双方一线人员生命安全。中方对
此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政府将继续采
取坚定措施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美
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停止此类错误行径。

美导弹驱逐舰进入我西沙领海
外交部:中方予以警告驱离

朴槿惠政府文件曝光：
王健在时 当扶世子上位

海外网10月11日电 自从韩国前总统朴槿惠陷入“亲信
干政门”以来，她执政时的各种黑料就接二连三遭到曝光。
近日，又有一份“黑材料”被公之于众。有趣的是，在这个由
韩国总统府秘书室编制的文件中，竟出现了“王健在时，当扶
世子上位”这样堪比韩剧台词的内容。消息一出，舆论哗然。

据韩国 SBS电视台报道，10月 10日，韩国执政党共同民
主党议员李在正（音译）公开了一份 2014年 7月份青瓦台秘
书室编制的文件，被认为是朴槿惠政府介入三星集团经营权
继承问题的证据。

在这份文件中，三星集团掌门人李健熙被比喻为“王”，
他的儿子、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比喻成“王世子”。文中
明确写有“王健在时，当扶世子上位”的内容。文件称，“当下
正是三星（解决经营权继承问题）的黄金时间”。分析认为，
这表明韩国政府有组织地操纵三星继承问题。

另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李在正公开的 3份文件系从
总统档案馆获取，全部为“一般档案”。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启用
年底前完成信息采集录入

《经济日报》消息 民政部日前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安排
部署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启用上线工作。会上，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正式启用。

民政部介绍，此次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
理系统，包括数据录入、审核报送、汇总分析等功能模块，实现
了与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
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更新、
比对核实、组合查询、定期通报、实时报送等工作提供了可靠
的平台支撑和有效的技术保障，对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
儿童信息台账，推动社会资源的有效对接，实现对留守儿童的
精准关爱、精准帮扶、精准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方网消息 日前，北京丰台区一家餐厅内，一位妈妈竟
然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尿，而且还把尿倒进盛食物的碗里。
被人发现后，这名女子辩称“反正碗都是要洗的”。事后，餐厅
的工作人员表示，十几年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其实餐
厅每一层都有洗手间，那位妈妈使用过的全部餐具已被销毁。

女子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尿
被发现了还说“反正碗都是要洗的”

香格里拉火流星2万1克？
科学家：网上叫卖的都是假的

中国新闻网消息 香格里拉陨石 2万
元1克，香格里拉陨石1万元1颗，火星陨石
铁陨香格里拉陨石 8000元一颗……10月 4
日，“天外客”不请自来，在云南香格里拉上
空空爆，这让陨石瞬间火了。全国陨石爱
好者们闻风而动，全都集结在香格里拉，进
行大搜寻。尽管距离空爆已经过去好几天
了，但搜寻云南香格里拉陨石热度不降反
增。网络上出现了香格里拉陨石明码标价
销售。

这些叫卖的陨石是真是假？中科院紫
金山天文台天体化学和行星科学实验室的
首席科学家徐伟彪看了图片后，分析说，这
些所谓的香格里拉陨石都是假的。“香格里
拉陨石都还没找到呢！而且，网络上叫卖
的陨石99.9%都是假的。”

事实上，网络上热炒陨石，已经不是第
一次。2013年 2月 15日，俄罗斯车里雅宾
斯克州天降陨石，当时，陨石还没找到，网
络上已经疯卖，而且价格不菲。

一位陨石猎人在研究了云南的地形后
也感慨，太难找了，山后面还是山，到处都
是山，都是海拔 3000多米高，没有路，只能
徒步前行。一般来说，目击陨石被找到的
可能性很小，除了科学寻找还需要运气。

地址：九江市沙子墩庐山路193号
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1510702160215107021602

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更多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
节假日照常上班

梅老师梅老师::1837011206018370112060可微信可微信
竹老师竹老师::1837011206218370112062可微信可微信
兰老师兰老师::1837011206118370112061可微信可微信

免费注册：www.jjhnw.com
牵手红娘
061205 未婚女，88 年，本科学历，
1.6米，小学老师，独生女，有房有车，
漂亮甜美，乖巧懂事，有心动的男生
赶快联系哦。

总部：南湖路72号（航空宾馆三楼）
一分部：花果园小区6-9
二分部：莱茵美郡4幢104室
8587769 13607029965

九江棋院
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招收4岁以上儿童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精装写字
楼，面积380平方米，月租
一万元。联系人：陈先生
18379229701

写字楼招租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微信公众号服务项目
1、5月4日起在携程网购买昌北机场起降所有航班
机票，可选“空巴通”免费乘坐到机场往返大巴。方
式：关注“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
“票务服务”，选择“携程体验店”购买飞机票即可。
2、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往返7座奔驰商务班车
免费上门接送，可查询、购票、提交“门到门”接送需
求信息。咨询电话0792——8580899。
3、承接7—55座客车、旅游包车、机场接送、通勤车
等业务，联系电话13576228878

九江长运高速高客公司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150元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15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专业公司
搬家搬厂

起步价：150元空调家具拆装
吊车叉车出租

8220026
老字号平安搬家

长途搬家

13037277960

刊
登
热
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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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公务员公积金贷款 汽车分期贷款
信用贷款

电话：13870289729
房屋一抵、二抵 利息3厘-7厘

古井贡酒招聘营销人员20名，学历、专
业不限，有酒类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
薪资：工资+绩效+奖金+提成
地址：滨江路101-1号（金港宾馆旁）
市场部电话：8869979

招聘

运通车检
电话：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005号（昌河厂旁）

安检、环检、保险
一站式服务

小分类
大市场

信华游泳池对面，学区房（小二室一厅）
装修三年的旧房，交通便捷，拎包入住。
有意者请联系13707927363

出
租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凭本市身份证户口本，
无 抵 押 手 续 简 单 ，
当 天 放 款 1~50 万 。
电话：13647021767
地址：城市花园37-303室

九
江
易
贷

高层景观，豪装带家私，188/362平方米。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22楼，林生15870857800

5A甲级纯写字楼招租

双峰小学（二中）双学区房，市妇幼保
健院对面，二房二厅一卫，另有阳光房
和贮藏室，南北向，三证全，实用面积
72平米，精装修，家电家俱齐全。四楼
阳光好，有停车位，免物业费。价格面
议。电话15390831966

好房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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