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艺）6月4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今年全国
70多个新零售商圈加入天猫“618”
的狂欢，其中重庆共有三大商圈参
与天猫“618”，包括时代天街、北城
天街和新光天地，消费者在这些商
圈可以体验到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和
新潮体验活动。

上个周末，在重庆时代天街、北
城天街和新光天地等商圈里，

“618”狂欢季的氛围逐渐热烈起
来。无论是化妆品专柜、服装专卖
店还是家居馆，商家都在显眼位置
放出了天猫“618”活动的宣传，以
此吸引顾客。

据悉，6 月 1 日-20 日，重庆
市民只要去到这三大商圈逛街消
费 ，就 能 享 受 天 猫“618”的 优
惠。重庆日报记者打探发现，这
次线下商店参与天猫“618”给出

的优惠幅度堪比线上，包括满
300减 50、满500减 99、满500减
200等。

而今年天猫“618”的最大创新
福利，就是线上线下价格同步、优惠
打通。天猫“618”期间，消费者在
天猫上领取的购物津贴，包括满减
券、天猫红包和品牌店内优惠等，在
线下的活动商家处也能够使用，完
全打通。

“618”期间，还将有集结了碧
欧泉、科莱丽、良品铺子、全棉时
代、广汽三菱等多个品牌的天猫
快闪店亮相这些商圈，带给重庆
市民惊喜。在快闪店，消费者不
仅可以领到购物津贴和优惠券，
还能体验到智能扫脸获得产品推
荐、智能试装、智能查看穿搭、智
能查看商品讯息等多种新潮科技
体验。

重庆三大商圈加入天猫“618”活动
线上领的满减券在线下活动商家处也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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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
告称，其注销了多潘立酮混悬液等5个
药品注册批准证明文件，其中就包括儿
童常用药“艾畅”、小儿版“吗丁啉”。事
实上，上述药物也是很多家庭的常备药，
他们究竟有什么危害？6月4日，重庆日
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中医院药剂科专家
方志娥和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
熊菀。

多个厂家的常用药申请注销

此次被注销的5个药品分别为：西
安杨森制药的多潘立酮混悬液（“吗丁
啉”小儿版）、强生制药的小儿伪麻美芬
滴剂（商品名：艾畅）、默克的注射用重
组人生长激素（商品名：思真）、强生的
西美瑞韦胶囊（商品名：奥莱森）以及诺

和诺德的门冬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诺和瑞）。

药品批文的注销意味着该药品不允
许生产销售了。那家里还备有这些药的
该怎么办？

“家长最好是丢掉，别再给孩子吃
了。”方志娥表示，艾畅中含两个有效成
分，分别是伪麻黄碱和右美沙芬，因此，
它属于复方感冒咳嗽药。

方志娥说，对儿童来说，尤其是两岁
以下的儿童不推荐使用复方感冒药。因
为这类感冒药在两岁以下做的临床研究
非常少，通常是通过成人剂量来推算儿
童剂量，无法保证用药安全。

复方感冒药中通常含有止咳止痰止
鼻塞的药物成分，如常见的儿童复方感
冒药中一般都同时含有针对咳嗽的中枢

镇咳药的右美沙芬，针对鼻塞的伪麻黄
碱和针对过敏的马来酸氯苯那敏。由于
两岁以下小儿自身分解代谢药物的能力
还不够健全，这类药物容易服用过量，造
成严重的不良反应。

普通感冒是自愈性疾病

孩子感冒，很多家长会很着急，于是
急匆匆地给孩子用药，且往往会选用复
方感冒药。

“普通感冒是自愈性疾病，鼻塞、咳
嗽除了让人难受外，不会对身体造成什
么伤害。”熊菀说，感冒咳嗽药都是对症
治疗，无论是国产还是进口的药，都不会
对病情恢复有实质性帮助，用了顶多能
改善症状，不用也耽误不了病情。对儿
童来说，用了也未必能缓解症状，对婴幼

儿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用药分两类

关于吗丁啉，在不少人印象中是用
于消化不良的良药，还有儿童版。事实
上，吗丁啉在欧美一些国家已经被禁用
或限用，我国2016年9月也发出通知要
求对吗丁啉做了说明书修订，此次则是
由药品生产企业自己申请注销。

“其实，家长不用‘迷信’吗丁啉，儿
童消化系统用药普遍以止泻止吐、调理
肠胃菌群这两个类别较多。”方志娥说，
儿童消化系统疾病用药一般以两类为
主，在止泻止吐方面，主要以蒙脱石散
（思密达）为主，适用于肠炎疾病；调理肠
胃菌群方面，以枯草杆菌二联活菌为主，
例如“妈咪爱”。

艾畅、吗丁啉别再给儿童用了
国家药监局注销5个药品注册批文 专家：不建议给儿童使用复方感冒药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杨骏）6 月
4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海关了
解到，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本月
起，重庆海关全面取消《入/出境货
物通关单》。企业在涉及法定检验
检疫要求的进出口商品申报时，无
需在报关单随附单证栏中填写原通
关单代码和编号，需要法定检验检
疫的进口货物，企业可通过“单一窗
口”（“互联网+海关”）平台向海关
一次申报。

自2000年起，海关对列入《实
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口商品目录》范
围内的进出口货物，一律凭《入/出
境货物通关单》验放。据重庆海关

统计，2017年重庆口岸检验检疫出
入境货物40767批、金额237.08亿
元人民币，共签发出入境货物通关
单33660份。通关单取消后，有利
于重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
贸易便利化，助力重庆打造内陆开
放高地。

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取消
通关单，是关检业务全面融合的重要
内容，将有力促进通关流程“去繁就
简”，使进出口企业更好享受海关改
革红利。此外，企业在放行提货时，
海关将统一发送一次放行指令，海关
监管作业场所经营单位凭海关放行
指令为企业办理货物提离手续。

重庆口岸全面取消通关单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等待发
卷时应该做些什么？拿到考卷后的5分
钟内应做什么？考试期间发现时间来
不及了怎么办？6月4日，我市几位教
育专家为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广大考
生支招。

等待发卷时应该做些什么？

巴蜀中学高三年级主任冯晓瑜
说，考前，考生会提早15分钟进入考
场，可以先看看教室四周，熟悉一下环
境，坐在座位上后，把文具摆好，眼镜
摘下擦一擦，把这些动作权当考前稳
定情绪的“心灵体操”。

在等待发卷的时间里，如果你还
是高度紧张，不妨做做“考场镇静操”：
先缓缓地吸气，想着吸进的空气经鼻
腔一直到小腹内；在吸气的同时，小腹
慢慢鼓起，鼓到最大限度时略作停顿，

然后小腹回收，想着小腹内的空气再
经腹腔、胸腔、口腔，最后慢慢地、均匀
地从口中呼出。

呼气的同时，心中默念“1”；第二
次仍重复上述过程，与此同时心中默
念“2”。如此反复做10次左右，时间
约为1分钟，紧张的情绪就会渐渐平
息。

拿到考卷后的5分钟
内应做什么？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三年级主任吕
晓勋老师说，考生拿到考卷后的5分
钟内一般不允许答题，应先在规定的
地方写好姓名和准考证号等，然后对
试卷作整体浏览，看看这份试卷的名
称是否正确、共多少页、页码顺序有无
错误、每一页卷面是否清晰、完整，同
时听好监考老师的要求（有时监考老

师还会宣读《错误试题更正》）。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及时发现试

卷错误，以便尽早调换，避免不必要的
损失。最后整体审视试卷，看试卷分
几个部分、总题量是多少、涉及哪些知
识点、有哪几种题型，预判难易程度如
何、所需时间等，对全卷作整体把握，
做到心中有数，以便灵活作答。

对全卷作整体感知后，重点看一
两道比较容易的甚至一望便知结论或
一看就能肯定答得出来的题目，看着
这些题目，自己的情绪便会进一步稳
定下来。这时切忌把注意力集中在生
题难题上，否则会越看越紧张，越看越
没信心，答好考卷的心情就没有了。

发现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

“如果考生在考场上发现时间不

够用，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紧张的
心态，消除紧张情绪。”重庆八中高三
年级主任张诗文说，考生在调整好自
己的情绪后，可以想想答题卡有没有
填好，如果没有填，先填答题卡，并耐
心地检查一遍。

然后再整体看一看还有几道题
目没有做，它们的难易如何，各题的
分值是多少，如果做需要多长时间。
接着根据所剩的时间来安排，先做容
易的、花时间少的题目，如果题目的
分值比较高，又是自己能做的，那要
首先考虑将它做出来。若这时还剩
两三道大题目，最忌讳的是按顺序在
一道题目上花大量的时间去思考，最
佳方案是：在每道题目中，将你一下
子就能做出来的部分都做一做，因为
阅卷时是按步骤给分，这样你就可以
拿到相对较多的分。

教育专家为即将参加高考的考生支招

做好这三点 能够稳定情绪少丢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高
考期间的天气如何？市气象台预
计，今年高考期间重庆有点热，最高
气温将达36℃，考生们要注意防暑
降温。

市气象台预计，6月7日，重庆
大部分地区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气温在18℃-34℃之间，东北部地
区最高气温将达36℃。8日气温则
将有所回落，重庆西部、中部地区为
多云转分散阵雨，东北部为阴天转
阵雨，最高气温32℃。

专家提醒，高考期间，我市部分
地区日最高气温将超过35℃，请注
意防范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同时8日我市东部地区有阵性
降水，对高考出行有一定影响，要根
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赶考时间，选
择合适的交通方式，以保障顺利参
加高考。

高考期间
最高气温
将达36℃

6月4日，永川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民警在警车挡风玻璃上张贴
“爱心护考车”标识。高考期间，该支队20多台“爱心护考车”车辆以及
所有巡逻车辆均可接受考生的紧急求助，民警将在考点周围疏导交
通、处理突发事件，保障考生顺利参加考试。通讯员 陈仕川 摄

交巡警爱心护考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挂牌出让年限50年

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6月4日9:00时至2018年6月25日17:00时。土地供应方将挂牌出

让。挂牌开始时间为2018年6月26日15：30，挂牌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6日15：30。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www.ncggjy.com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交易（土地）告字[2018] 7号

编号

NC2018
让-4-3-1

NC2018
让-4-3-2

NC2018
让-4-3-3

NC2018
让-4-3-4

NC2018
让-4-3-5

地块名称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1分
区08/01A地块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1分
区08/01B地块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1分
区07/01地块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3分区
11/01-B地块

南川工业园区南平组团A11分
区02/01A地块

建设用地面积（㎡）
38722

（58.08亩）

8649
（12.97亩）

51026
（76.54亩）

672
（1.01亩）

28998
（43.5亩）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2号文件执行。

标准化厂房项目容积率不得大于2.0，建筑密度≥30%，其它规
划条件按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2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2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2号文件执行。

容积率≥0.7（不得大于1.5），建筑密度≥30%，其它规划条件按
渝规南条件函〔2018〕0022号文件执行。

用地性质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金（万元）

80

20

110

8.1

65

起始价（万元）

372

83

536

8.1

305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黄
振胜）近日，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破获一起
网络制贩枪支案，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20名，缴获各类枪支24支，查获制枪设备
3套以及大量半成品枪支、弹药及零部件。

今年2月，两江新区公安民警在工
作中发现一条线索，有人频繁地在网上
购买一些形状奇特的零配件。民警进一
步侦查发现，这些配件经加工后可以用
于制造枪支，而配件包裹的收件人是奉
节男子冉某。不过，冉某在当地开了一
个修理门市，帮村民修理农机用具，购买
零配件看似合情合理。

“很多零配件在修理农机用具时根本
用不到，他为什么要买呢？”民警继续开展
调查，发现冉某除了是农机用具修理店的
老板，竟然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枪支“发烧友”，有利用门市里车床、钳台
等设备制造、改造枪支的重大嫌疑。随着
侦查深入，民警还发现冉某和同镇的向某
关系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制造枪支
的相关技术。公安机关迅速组建专案组
对冉某、向某展开全面侦查。

为了摸清冉某、向某的藏匿地点和制
枪窝点，今年3月初，两江新区公安分局
抽调多名精干警力深入奉节与湖北交界
的一个小镇调查。经过4天4夜连续蹲
守，民警先后将外出上山打猎的向某和正

维修农机用具的冉某抓获。在冉某的门
店，民警查获铣床、车床、钳台等制枪设
备，以及部分半成品枪支弹药和零部件。

据两人交待，他们通过网络结识了一
些枪支“发烧友”及打猎爱好者，便将组装
制造的枪支以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的价格
卖给这些人，用于到偏远的山林打猎玩乐。

经侦查，一个涉及重庆、江苏、四川、湖南
等地的非法制造、贩卖、持有枪支的网络逐渐
清晰。民警迅速锁定售卖枪支零件的上家李
某、张某身份，立即前往四川、江苏将两人抓

获。同时，民警查明十余名枪支购买下家，
乘胜追击，分赴重庆奉节、石柱和湖北利川、
湖南益阳等地，先后抓获邓某、张某等十余名
嫌疑人，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及枪支零件。

目前，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逮捕，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制造、私藏、贩
卖、走私、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属于违法犯
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严厉打击。另外，根
据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制造、销售仿真枪
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重庆公安破获网络制贩枪支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缴获各类枪支24支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6月
4日，喜剧电影《幸福马上来》发布
了三张“斗智斗勇”版海报。海报融
合了漫画的元素，风趣地展示了冯
巩如何巧妙地应对生活中种类繁多
的纠纷矛盾。Q版的人物造型、夸
张的表现手法令观众赞叹，纷纷表
示这组海报太有喜感了。

在此次发布的“斗智斗勇”版
海报中，贾玲的家庭矛盾纠纷夸
张地以 100 吨重的大铁锤来呈
现，冯巩见招拆招，使用吸铁石阻
止了贾玲的“暴行”；岳云鹏以卡
通形象躺在地上“碰瓷”毛俊杰，
幽默的表情搭上漫画的画风，喜
剧效果十足。面对五花八门的邻
里纠纷，冯巩不但没有被难倒，反

而是“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化身“平民超人”将大事化小、小
事化无，一一解决。

冯巩上一次在大银幕上与观
众见面，已是10年之前了。在这
10年间，冯巩一直在适应和吸收着
人民生活和电影行业发展的变化，
如今厚积薄发，将对幸福的理解、对
电影的热爱、对创作的欲望，通过
《幸福马上来》传递给大家。

对《幸福马上来》，冯巩倾注了
大量的心血。台词上，他秉承着一
贯高标准的要求，有时甚至现场套
词，这也让影片金句频出，三分钟一
小笑，五分钟一大笑。

据悉，该片将于6月8日在全
国公映。

《幸福马上来》发布
“斗智斗勇”版海报

《
幸
福
马
上
来
》﹃
斗
智
斗
勇
﹄
版
海
报
。

片
方
供
图

本报讯 （记者 张莎）6月4
日，本报与江北区慈善会联合举办
的2018年“尹明助学·爱洒四方”助
学活动完成最后一批助学金发放，
江北区74名特困学生总共领取了
7.3万元助学金。

为改善江北区低保户中重残
人员的家庭状况，帮助其子女（含
重残学生）顺利完成小学、中学、大
学阶段的学业，解决他们读书期间
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本报自
2013年起与江北区慈善会合作，
连续6年开展“尹明助学·爱洒四
方”助学活动。过去5年里，活动

已资助特困学生360名，助学金共
计35.5万元。

今年，江北区慈善会筹款7.3
万元，向 19名小学生、39名中学
生、16名大学生发放助学金，资助
标准为小学生每人每年800元，中
学生每人每年1000元，大学生每人
每年1200元。

针对部分特困学生有学业辅
导、健康检查等方面需求，2018年

“尹明助学·爱洒四方”助学活动还
将为孩子们提供志愿者家教帮扶和
免费体检服务。咨询报名电话：
023-67989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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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74名特困学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