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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健康热线
特邀白癜风专家答疑解惑

因为白癜风，你是否会在人群
中感到尴尬？你是否正在为祛白
烦恼？96111健康热线特邀白癜
风专家为市民答疑。

只有手术才可以治疗白癜风
吗？

白癜风治疗第一步是控制白
斑继续发展，扩散；第二步为促进
白斑复色。目前临床中多采用针
对不同的病情，选择不同的组合式
方式，外科手术祛白主要运用于白
癜风治疗后期，白斑进入稳定环境
之后；然而前期的控制扩散阶段多
采用口服药物、物理光疗、中医理
疗等方式综合治疗。其中，部分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白斑通过
前期的综合治疗也是能够达到控
制不复发效果的。

到了冬季，我的白斑已经不扩
散了，还要治疗吗？

受冬季气候的影响，白癜风病
症会暂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
态，很多患者认为病症减轻就忽视
了治疗。白癜风病变切不可因为
季节因素的影响而终断治疗，因为
白癜风的治疗是一个长时间的过
程，患者必须坚持治疗，如果见好
就收，中断治疗，之前的祛白战绩
就会功亏一篑。

96111健康热线正开展公益
普查活动，无挂号费，特困患者可
申请200-10000元贫困专项慈善
基金援助。拨028-96111咨询预
约。 简婷婷

北三环宝成铁路桥
今起施工禁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雪）11
月29日，成都市交管局发布通知：
为保障三环路宝成铁路桥桥梁维
护工程第二阶段施工的顺利实
施，拟定于12月 1日至31日，每
日夜间 23：00 至次日 6：00 施
工。施工期间封闭北三环路三段
宝成铁路桥内侧主道、辅道，禁止
机动车通行。封闭后，机动车按
交通导向标志的指示，在蓉北商
贸大道跨线桥前出口驶离三环路
主道，进入三环路辅道，在蓉北商
贸大道跨线桥下右转，经蓉北商
贸大道、中环路、王贾大道返回三
环路内侧道路。

举报销售超标电瓶车
最高可获3000元奖励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11月30日，记者从成都市工商局
获悉，从2016年 12月 1日起，凡
是向各级工商部门举报销售超标
电瓶车行为的市民，违法行为一经
查实，将获得500元-3000元的奖
励。

从2015年 1月 1日起，号称
“成都史上最严电瓶车管理条例”
规定，电瓶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
20公里/小时、整车质量不能超过
55公斤……同时成都市开始对电
马儿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只有纳入
《目录》的电瓶车才能在成都市行
政区域内销售，否则，商家将受罚，
买家也不能上路。

然而，仍有一些商家偷偷卖超
标电瓶车。去年3月，市工商局出
台《举报违法销售电动自行车奖励
暂行办法》，对举报者给予 50~
1000元的现金奖励。至今全市工
商部门共检查电动自行车经营商
家12996户次，立案查处违法经营
电动自行车案件76起，查处超标
电动自行车500余辆。

近日，《成都市违法销售电动
自行车举报奖励办法》正式出台，
举报奖励也从此前的50至1000
元增加到500至3000元。

市民可通过拨打12315或私
信“成都工商”微博、微信进行举
报，记得要提供违法经营者的店
名、实际经营地址或位置、违法事
实描述、“随手拍”的违法事实照片
等，如发生购买行为，可一并提供
购车协议、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
等基本证据。

包机直飞
春节游埃及全家总动员

在众多的咨询者当中，家住成
都市光华村的林凤英无疑是最满意
的一位。林女士打算在春节期间，
带上自己的孩子和老父亲，全家一
起出去旅游。父亲曾是一位历史老
师，于是就想去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的埃及看一看。可林女士查遍了市
场上的常规行程，大都需要转机，这

让孝顺的林女士担心老父亲不能太
过于折腾。“也是巧了，刚好父亲拿
着一份华西都市报在看，我一眼就

瞧到了朝向我的这一面上‘包机直
飞’‘埃及’的字样。”林女士笑着说
道，“我只考虑了一分钟就决定了，

现在全家人都觉得这是最适合我们
的行程。”

行程经典
开罗进阿斯旺出边走边玩心不累

“这个路线目前我在市面上还
没看到过，一般都是飞亚历山大和
开罗。”在某杂志社上班的刘林分
析道，“不管是亚历山大进开罗出，
还是开罗进亚历山大出，总都是要
转一个圈走回头路。而这个行程
很好，从开罗到阿斯旺一条线，没
走回头路。”据了解，华西旅游俱乐
部本次独家订制的单向玩法，游客
从成都直飞开罗，然后从开罗一路
向南，途经红海、卢克索最后到达
阿斯旺，然后直接在阿斯旺结束行
程飞回成都，相比其它常规线路能
够节约行程时间大约10个小时以
上！

价格保证
一价全包春节价格仅12999元

据了解，本次华西旅游俱乐部埃
及行程仍然延用了独家“一价全含”的
特色，整个行程从签证费，到全程的小
费，到行程包含的所有景点门票，都均
已计算在了售价之内。“游客看起来是
多花了钱，但其实性价比更高。”某旅
行社总经理李总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
价道，“这个更像一个明码标价的模
式，清清楚楚。如果是某些低价团，到
机场先交600元小费，然后再来几个
自费项目，游客其实花费更多。”李彦

一价全包埃及8日深度游
时间：2017年1月7日、1月28

日（正月初一）
售价：9699 元/人、12999 元/人

（春节价）
报名：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

四川传媒大厦9楼华西旅游俱乐部

经常搭乘飞机的市
民，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
的经历：一路狂奔到机
场，又是排队换票，又是
排队安检，稍不留神就有
误机的可能性。从明年
起，这种“囧事”发生的概
率应该会减少很多。11
月 28日，华西都市报记
者从国际航协处证实，自
2017年1月1日起，根据
国内相关政策，已正式允
许中国机场实行“一证通
关”服务。也就是说，以
后乘坐国内航班旅客，只
要凭借有效身份证，无须
换登机牌，就能直接过安
检上飞机。

作为中国第四大航
空枢纽，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会否在明年开通“一证
通关”服务？11月30日
下午，记者就此事分别向
双流机场和四川省机场
管理集团求证。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成都机场
暂未接到关于“一证通
关”服务的正式通知，是
否开通、何时开通、怎样
开通该服务均暂不清楚。

11月25日，云南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了今年第
40期食品检测结果，抽检的饼
干、饮料类食品共265批次，不
合格样品32批次。结果显示，
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
盈江县卡场镇好万家超市售
卖的达利园法式软面包（生产
日 期/批 号 为 20160630，
360g/包），菌落总数超过国家
标准186倍。11月30日，达利
园方面回应称：问题商品存在
管理缺失的问题，并表示已经
召回。

当天，华西都市报记者走
访成都各大市场发现，该款面
包在一些大型商场以及连锁超
市均有销售，不过未发现超标
批次的面包。

抽检曝光
法式软面包菌落超标186倍

华西都市报记者了解到，
此次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第40期食品检测结果显
示，11月25日，云南省食药监
局公布了2016年第40期、42
期食品抽检情况，抽检的饼干、
饮料类食品共265批次，不合
格样品32批次。其中云南达
利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达利
园”法式软面包（360 克/包，
2016/6/30）批次食品，菌落总
数超过国家标准186倍。

根据达利园官方的解释，
本次被抽检超标产品来源于销
售商云南省盈江县卡场镇好万
家超市。11月29日，菌落总数
超标的消息被央视财经频道消
费主张权威发布播出后，引起
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记者走访
该批次临近保质期限

消息被曝光后，不少读者
致电华西都市报热线反映，担

心目前的成都市场销售有该批
次产品。那么，该批次产品在
成都市场的情况如何呢？11
月30日，华西都市报记者走访
了成都市中心区域、青羊区、武
侯区等多家大型超市以及连锁
超市发现，涉事的产品为18个
装的法式软面包，目前市面上
销售的多为10月以后生产的
批次，未发现2016年6月30日
生产的超标批次的产品。

记者注意到，该款面包的
保质期为6个月，也就是说，目
前如果仍有销售该批次的产
品，也已经临近保质期限。多
家超市的营业员告诉记者，按
照他们的处理方式，保质期为
半年的产品，距离保质期限还
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时间，将
会进行低价处理或者回收处
理。

达利园回应：
已召回相关批次产品并销毁

11月30日，针对菌落超标
一事，达利园官方做出了回
应。达利园表示，获悉情况后，
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已于第
一时间主动召回了当地该批次
全部在售产品，并在云南省玉
溪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
督见证下全部进行拆包无害化
销毁处理。目前该批次产品停
止生产销售、查明原因、召回、
整改等各项工作在玉溪市红塔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监督下
均已全部落实。

达利园表示，经查，被抽检
出问题商品在运输、储存、销售
过程中存在管理缺失，导致产
品被污染。同时，针对发现的
疏漏，将进行全面整改，并将此
事及时通报全体经销商，要求
各经销商对照检查，加强食品
安全管理。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秀江

包机直飞 订制行程
春节游埃及 8日游全包价仅12999元

华西旅游俱乐部报名电话：028- 86969902、86969128

日前，华西旅游俱乐部正式启
动了春节旅游嘉年华，此次埃及行
程为华西旅游俱乐部独家订制，人
性化的产品设计，便捷的旅行方
式，获得市民的高度认可，目前春
节行程预售已过半。

刷身份证就能赶飞机 下月起“一证通关”？
双流机场：暂未接到正式通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建成使用时会“一证通关”

达利园面包菌落超标
成都市场暂未发现该批次产品在售

达利园法式软面包因其口感松软、携带方便
等原因，受到一些消费者的青睐。不过，近日一
则消息将达利园推上了风口浪尖。

日前，国际航协北亚区相关负
责人向媒体透露，2017年1月1日
起，根据国内的相关政策，已正式允
许中国机场实行“一证通关”。也就
是说，以后只要凭借有效身份证，无
须换登机牌，就能直接过安检上飞
机。

11月30日下午，华西都市报记
者联系上国际航协北亚区机场客运
及货运服务总监侯侃，他告诉记者
此前诸多媒体在报道此事上存在些
许误读，明年国内机场可“一证通
关”并非由国际航协允许，而是交通
运输部出的新规，“国际航协只是转
述了该消息，我们没有权利去允许
行业怎么做”。

侯侃告诉记者，在交通运输部
公布的新《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76号）中
第三十一条规定：乘坐国内航班旅
客应当出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和有
效乘机凭证。对旅客、有效乘机身
份证件、有效乘机凭证信息一致，民

航安检机构应当加注验讫标识。相
比较老版《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
则》，新版中将需出示凭证从“有效
乘机身份证件、客票和登机牌”修改
为“有效乘机身份证件和有效登机
凭证”。

他说，在新的规定中，有效乘机
凭证可以包括传统纸质登机牌、手
机二维码登机牌、在家自助值机后
打印出来登机牌都是有效乘机凭
证。不过，通过更新系统，旅客安检
时扫描身份证，也可以理解成有效
乘机凭证。换句话说，身份证就是
乘机凭证。

据其介绍，随着政策落地，国际
航协明年将携手航空公司在中国全
面推广“一证通关”服务，旅客只需携
带身份证件便能顺利乘机。比如，像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在建成使用时，
肯定也会按照“全自助”的思路进行
服务，“据我了解，现在国内的新、扩
建机场，都在考虑全自助的方式，在
未来尽量做到无纸化服务”。

“一证通关”除了能为市民提供
方便，还能使航空公司和机场节约
一大笔成本。

侯侃向记者举了个例子，比如某
航空公司在机场租了50个柜台办理
业务，若“一证通关”全面铺开，同时
加上网上值机等服务，越来越多无托
运行李的旅客，就可不用去柜台打印
登机牌，这样一来航空公司租赁的柜
台数量就会下降。他说，目前，民航
局对柜台租赁的指导价最低为7000
元个/月，最高的为12000元个/月，
平均算下来是9000元个/月。

同时，航空公司的人工成本也
会相应减少，登机牌的制作印刷成

本全部都将节省。他此前做过测
算，若国内航空公司全面推行“一证
通关”，减少值机柜台将为航空公司
带来每年约3亿元收益；算上人工
成本、纸质登机牌成本，减少人工值
机柜台，每年能为航空公司节省至
少10亿元。

那么，航空公司如何看待该服
务？国航西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事实上目前乘客在购买机
票后，通过国航的APP就可以办理
在线值机，自己打印出登机牌后，若
无托运行李，到达机场后可凭打印
出的登机牌直接过安检。

华西都市报记者 殷航

作为全国吞吐量第四的中西部
枢纽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是否
会在明年开通“一证通关”服务？

30日下午，记者从双流机场相
关负责人处获悉，目前暂时还未有
开通“一证通关”服务的计划，“甚至
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随后，记者
又从四川省机场管理集团相关负责
人处了解到，目前机场确实还未接
到关于“一证通关”服务的正式通
知。他表示，如果成都未来要实施
该服务，如何实施、何时实施，目前
都还不清楚。

记者了解到，虽然成都暂时不
能通过身份证直接安检登机，但很
多航空公司开通了网上值机服务，
通过航空公司的APP即可办理，若

无托运行李，自行打印好登机牌就
可过安检。一位航空公司内部人
士透露，目前所谓的“一证通关”，
是已办理网上值机而且持二代身
份证的旅客，而这部分旅客到机场
的自助机设备打印登机牌，一般来
说也不需要排队。他认为，真正需
要排队的是过安检，即使机场开通
了“一证通关”服务，也省不了安检
这个程序。

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已有机场
率先推出“一证通关”服务。以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为例，其国内出港航
班推出二代身份证快捷安检登机服
务，省略了到值机柜台办理登机牌
这一环节，旅客过安检时只需二代
身份证即可登机。

一
证
通
关

双
流
机
场

焦
点

航空公司 每年或节省10亿元开支

未接到通知 是否开通目前不清楚

无须登机牌 凭身份证即可安检登机

我打听
成都市民邹先生：

我是做市场销售的，经
常要飞全国各地。有
一次我在长沙机场赶
飞机，凭身份证就可以
过安检登机，好方便
哦！成都啥时候也可
以这样方便快捷地赶
飞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