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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广告告·

4 月至 5 月，正值牡丹盛开之际，2019世界牡

丹大会、第 28 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在山东

菏泽同期举办，众多的国内外客商齐聚菏泽，以花

为媒、经贸唱戏、合作共赢，共享牡丹产业发展的丰

硕成果。

菏泽市在 2012 年就被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

“中国牡丹之都”。2016 年，菏泽牡丹在土耳其安塔

利亚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展出。2018 年，菏泽巨幅牡

丹工笔画《花开盛世》《锦绣春光》相继亮相上合青

岛峰会和上海进博会。

菏泽古称“曹州”，牡丹栽培历史悠久，始于隋，

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至清代成为中国牡丹栽培中

心。目前，菏泽牡丹 9 大色系、10 大花型、1259 个栽

培品种，获得了原产地注册认证。菏泽先后开发建

设了曹州牡丹园、曹州百花园、古今牡丹园、中国牡

丹园、尧舜牡丹园、盛华牡丹园等 10 多个牡丹观赏

景区和省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一节一会”期间，菏泽共筹划了文化展演、赏

花游园、论坛峰会、艺术展览、民俗体验、体育竞技

等多个板块的 95 项活动，活动数量、种类、质量、档

次较往年都有很大提升，内容和内涵更为丰富。

近年来，在大力发展牡丹旅游产业的同时，菏

泽市委、市政府积极发展新兴牡丹产业，使牡丹从

传统的药用、观赏，向食品加工、医药化工、日用化

工、营养保健等九大领域纵深发展。目前，菏泽牡丹

种植面积达 48 . 6 万亩，牡丹籽油年生产能力达

2 . 5 万吨，2018 年牡丹产业实现总产值 80 多亿元。

根据规划，到 2022 年，菏泽牡丹种植面积将达 100

万亩以上。届时，“中国牡丹之都”这朵富贵之花，不

仅会开得更美丽，也会结出更多“富裕果”。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记者田晓航、陈聪)平均每天超过
1 万人被确诊患癌，相当于每分钟就有 7 个。数字的蹿升加剧了
人们对癌症这类高致死率疾病的恐惧，也让癌症早期筛查逐步
走进公众的视野。

癌症早期筛查有多重要？有哪些最新筛查技术？什么人需要
筛查？在第 25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有
关专家，为你解疑释惑。

将癌症“扼杀在萌芽”

我国筛查项目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被称为“健康第一杀手”的癌症，是人类长久以来的噩梦。国
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约
392 . 9 万人，死亡 233 . 8 万人。我国癌症患者人数逐年增长，每
年相关医疗费用超过 2200 亿元。

“人们‘谈癌色变’，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癌症患者就
医时已是中晚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国家癌症中心癌症早
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青说。

肿瘤早期体积小，未发生转移，较容易切除，因此，越早发现
恶性肿瘤组织，越有利于增加患者存活机会。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中医科主任冯利介绍，以肺癌为例，临床数据表明，早期
肺癌的五年平均生存率明显要比晚期高。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

根治。通过规范化筛查早期发现并进行手术治疗，可以有效减轻癌
症患者的痛苦和经济负担，因此，医学界格外看重癌症早期筛查。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斌说，通过中央财政支持，我国开展了农村高
发地区、淮河流域、部分城市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以及农村
妇女“两癌”筛查。目前，项目地区癌症早诊率超过 80%，治疗率
达到 90%，筛查人群的癌症死亡率降低 46%，早期病例诊疗费
用较中晚期节省近 70%。

记者了解到，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
的 234 个项目地区，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在 20 个省份 45
个城市开展。国家还将逐步扩大高发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覆盖
范围，创造条件普遍开展癌症机会性筛查。

便捷、无创、精准

早筛技术进步带来抗癌新希望

由于胃肠镜、活检等方法不够便捷，甚至带来痛苦，一提到

癌症筛查，很多人内心是抗拒的。不过，令人兴奋的是，一些癌
种的早筛技术近来出现了突破性进展。

抽一管血，就知道得没得肝癌——— 一种通过检测血液中
的细胞游离 DNA 突变和蛋白标志物进行肝癌早期筛查的技
术方法，可以从无症状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中发现早期肝癌。

这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团队和北京泛生子
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的技术，经过严格的临床验证后，
有望建立更加便捷、无创、标准化的肝癌早筛方案。

“几年前，受技术和成本限制，利用血液中的游离 DNA
做肝癌早筛，基本上是天方夜谭。”北京泛生子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王思振说，近三四年来液体活
检技术的发展，让这样的“黑科技”已经有望转化为早筛产品，
走进千家万户。

一种人工智能云诊断技术已在我国一些地区的宫颈癌筛
查中应用。采样机构收集细胞标本图像信息并通过互联网传
到云诊断平台，人工智能自动进行诊断，病理医生只需对人工
智能诊断为阳性的少数结果进行复审确认，省去了大量的人
工劳动。

“这项技术还可以应用于多种上皮来源的肿瘤的筛查。”
该技术的研发机构——— 武汉大学兰丁人工智能细胞病理诊断
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孙小蓉说，人工智能在宫颈癌筛查中大
样本量的训练，为该技术在其他癌症筛查上的应用和推广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

针对细胞游离 DNA 的液体活检技术，让科学家具备了在
血液里进行精确的核酸检测并以此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蛋白、
核酸、影像等多种类型标志物的联合运用，增加了癌症筛查的准
确度；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癌症筛查效率。

在王思振看来，有了这三个方面的技术基础，癌症筛查的
灵敏度和特异性将不断提高。

常规体检≠癌症筛查

掌握筛查知识正确防控癌症

“癌症离我还远”“体检根本查不出癌症”“查出癌症也治
不好，所以没必要筛查”……癌症可怕却也可控，然而许多人
对癌症筛查技术了解有限，对癌症筛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
至将癌症筛查和常规体检混为一谈。

专家表示，癌症筛查是重点针对高发癌症的更专业的检
查。虽然少数的早期癌症可以通过常规体检发现端倪，但也需
要配合癌症筛查项目才能确诊。

把癌症筛查的重心放在高危人群，能够更好地提高筛查
效率。“以肝癌早筛为例，乙肝病毒感染者、丙肝病毒感染者、
肝硬化者，有慢性肝脏病史等的人群，患肝癌的概率相对较
大，因此筛查价值更大、性价比更高。”陈万青说。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癌症防治信息，规范的防癌体检
能够早期发现癌症。目前的技术手段可以早期发现大部分的
常见癌症。例如，使用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可以检查肺癌，超
声结合钼靶可以检查乳腺癌，胃肠镜可以检查消化道癌等。

专家建议，做防癌体检，需要根据自身的年龄、生活工作
环境和习惯、疾病家族史等情况，在专业的体检机构、选择个
性化项目。

“从筛查项目的情况看，老百姓对一些癌种筛查的接受程
度不是太高，比如，结直肠癌筛查的接受率只有 20%。”陈万
青认为，通过筛查降低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癌症造成的经济
负担，根本在于筛查技术的推广和人群的广泛应用。

李斌表示，下一步，国家将对发病率高、筛查手段和技术
方案比较成熟的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宫颈癌等重点癌症，
制定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加大推广力度。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记者赵文君)结合奔驰车维权事
件及汽车消费领域投诉问题，中消协 17 日在京举办“推动解决
汽车消费维权难座谈会”。对金融服务费等收费项目有没有法律
法规约束？以“三包”规定拒绝退货合理吗？汽车消费维权存在哪
些问题？消协有关负责人对此进行了回应。

汽车销售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在当前汽车销售服务中，存在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缴纳续
保押金或续保保证金等问题，有些经销商代办业务在未告知消
费者的情况下多收上牌费、金融服务费，还不开具发票，引发消
费者强烈不满。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在
交易过程中，应对全部收费项目事先向消费者明示，且不得做出
不合理限制或者强制交易。汽车销售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杜绝强制交易等违法行为。

此外，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
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
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不得
对消费者限定汽车配件、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
和售后服务商。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购买保险或
者强制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如有违反有关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给予警告或 3
万元以下罚款。

别拿“三包”当不合格挡箭牌

一些经营者向消费者交付质量不合格车辆，却以汽车“三包”
规定为由拒绝承担退货责任或相应赔偿责任，有违法律规定。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即俗称的汽车
“三包”规定明确提出，生产者应当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未经
检验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如果经营者出售的是不合格产品，
依法经有关行政部门认定为不合格的商品，消费者要求退货的，
经营者应当负责退货。如果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还应承担相
应赔偿责任。交付产品六个月内发现瑕疵的，经营者还负有举证

责任。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交付合格产品是经营者的合同

义务，“三包”规定是后合同义务，两者不应混同。

汽车消费维权有五难

2016 年至 2018 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与咨询信息系统数
据显示，汽车产品、含零部件的投诉从每年 1 . 5 万件上升至
每年 1 . 9 万件，投诉解决率有所下降。消费者投诉的主要问
题有售后服务、合同纠纷、产品质量、金融服务等。

涉及汽车售后问题的投诉主要包括：不履行三包义务、不
履行售后承诺、售后在三包期内收费修理以及经营者变动导
致无法正常履行售后服务等。涉及汽车合同问题的投诉主要
包括：订金纠纷、合同违约、不平等格式条款等。涉及汽车质量
问题的投诉主要包括：产品性能问题、不合格商品以及不具备
特定使用环境等。

从被投诉的具体问题看，主要汽车品牌被投诉问题集中

在订金、发动机、轮胎、涉嫌欺诈和车漆等方面，其中东风本田
机油问题较为突出，奔驰、一汽大众、长安福特、奥迪的油漆问
题相对占比较高。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汽车消费维权存在五大难点：经
营者巧立名目，消费者辨识难；经营者不提供凭证，消费者取
证难；产品质量出现纠纷，消费者鉴定难；经营者推诿扯皮，消
费者协商难；维权涉及问题复杂，消费者投诉解决难。

加强消费维权意识

消费者如何加强维权意识？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消费
者要注意留存购车、维修等相关凭证。保留好车辆购车发票及
汽车“三包”凭证，是消费者维权的基本条件。

在购车过程中，消费者对商家有关退还购车定金、保险押
金等的口头承诺要格外留心，注意留存定金或押金收据，必要
时对商家的口头承诺进行录音，主动争取签订纸质的定金或
押金退还协议。

根据汽车“三包”规定，修理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修理记录
存档制度。书面修理记录应当一式两份，一份存档，一份提供
给消费者。因此，消费者每次修理后应向 4S 店或修理厂索要
维修发票，作为日后维权的证据。

2017 年 7 月 1 日全面实行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
供应商、经销商不得限定消费者户籍所在地，不得对消费者限
定汽车、用品、金融、保险、救援等产品的提供商和售后服务
商，但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服务、召回等由供应商承担费用时
使用的配件和服务除外。经销商销售汽车时不得强制消费者
购买保险或者为其提供代办车辆注册登记等服务。

目前，各大汽车厂商对自己的 4S 店网络有数据共享平
台，但对 4S 店之外的销售渠道无法共享车辆信息，消费者在
其他渠道的汽车销售商购车时具有盲目性。
中消协建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汽车服务商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即所有汽车供应商、经销商、售后维修网点的有关违法
违规行为录入统一平台，同时接入消费者评价通道，设计相关
评价指标，消费者购车后即可根据购车及使用体验自主对相关
服务提供商进行评价，并向社会公示，为消费者购车提供参考
和依据。

金融服务费等应明码标价
中消协回应汽车消费维权热点问题

癌症早筛时代到来，这些知识你不可不知

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记者
吴文诩、邰思聪)近日，一段红黄两
顶安全帽猛烈相撞后，黄色安全帽
破损严重的短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有业内人士指出，工人佩戴劣质安
全帽成行业“潜规则”，尤以建筑行
业居多。“中国网事”记者走访调查
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以及北京五
环外多家建材市场上，许多商户兜
售多款低价劣质安全帽，甚至不乏
一些毫无资质的 5 元“脆皮”安全帽。

“一黄一红”撞出行业
“潜规则”，5 元帽一按一

个坑

日前，某短视频 App 用户“小
眼哥阿群”发布了一条“一线工人安
全帽”的短视频，掀起一场关于“工
人安全帽是否安全”的热议。在视频
中，“小眼哥阿群”用自己佩戴的黄
色安全帽与管理人员的红色安全帽
猛烈相撞后，黄色破损严重，但红色
却丝毫未损。

同样的安全帽，颜色不同为什
么质量不同？

长期在北京从事装修工作的一
线工人李山表示，安全帽一般都是
包工头发。“工地上的人都知道，质
量好的都是白色、红色或蓝色的。因
为按行业标准，黄色是工人戴的，一
般比较薄、脆，帽檐容易折损。”

16 日，记者走访了位于北京市
东五环外数家建材市场约 10 余家
劳保批发用品店，发现售卖的安全
帽价格单价从 5 元钱到 20 元钱不
等，如果采购量大，甚至能以低于 5
元钱的单价购买。

管庄东方建材批发市场的一户
店家表示，如今市场上流通的安全
帽主要有三种：最便宜的是塑料安
全帽，防护效果最低；稍好的是
ABS树脂材料安全帽，防护效果中
等，且最低价大多在 20 元以上；最好的是玻璃钢安全帽，价
格也最高。

很多商家都表示：“很多民工常常会坐在帽子上，将其
充当坐凳，安全帽用几天就得换。所以 5 元的质量虽然最
差，但最畅销。”

在位于姚家园某建材市场的一家劳保用品批发店内，
一听记者要给工人买安全帽，店主首推售价 5 元钱的黄色
款。记者以买样品为由，在该店花 10 元钱买了两顶安全帽，
为验证质量，用大拇指在安全帽顶部用力按压，让人咂舌的
是，按压处立刻出现一个小坑。

无厂商、无检验、无标识、无人查

记者在淘宝等平台上搜索“安全帽”发现，销售价格在
10 元以下安全帽的店家超过千家，销售的安全帽广告显示
产品为加厚 ABS 或树脂塑料；拼多多 APP 上，也有上百家
店铺在售卖 10 元以下适用于建筑工程的安全帽。

在位于管庄地区的另一处建材市场，店家向记者推荐
销量较高的安全帽，该款同样售价 5 元。安全帽没有生产日
期，也没有“四项永久性标志”，只贴着一张纸质“安鉴”标
签。“无许可证的厂家都批量印刷这种纸质标签，随便贴上
去就行。”店家说。记者发现，售价几元钱的安全帽产地大多
来自广东、河北等地。

见记者有疑虑，老板称：“其实不用怕，很多包工头都买
5 元或者 8 元的，一般没有人检查质量，只会检查工人是否
佩戴安全帽。”

“管理现场安全和质量的监理通常也是‘睁只眼闭只
眼’，只要求工人们佩戴安全帽作业，而不会去检查材质、安
全性等问题。”西南某大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王经理说，“为了
追求利润，施工队老板经常在施工工具、劳保产品等方面以
次充好，减少成本。”

保护一线工人的“头顶”安全需多管齐下

安全无小事，为维护一线工人的合法权益，有关业内人
士和法律专家建议，应提高劳动者安全意识，加大打击劳保
市场乱象力度，加强行业安全自律。

四川法邦律师事务所李佳泽律师表示，针对当前劳保
市场充斥劣质产品的现象，严重危及一线工人生命安全，市
场监管部门应加大清理和打击力度，可开通举报专线，鼓励
提供违法线索，加重处罚力度。对一些电商平台涉嫌销售的
低价劣质产品，要及时关停和下架，从源头上杜绝“脆皮”安
全帽等劣质劳保产品的进入渠道。

西南某大型建筑承包公司的王经理等业内人士建议，
将工人安全帽的采购统一纳入施工单位管理，施工队负责
人只负责派发。“不仅仅只是安全帽，其他消防器材、配电箱
等设备也应该加强质量监管。”

针对此事，应急管理部 17 日通过官方微博表示，根据
国家标准规定，安全帽要符合 GB 2811-2007《安全帽》要
求，安全帽的选用要符合 GB/T 30041-2013《头部防护
安全帽选用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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