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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热线：400-853-1939

辅酶Q10是人体中的一种抗氧化的酶类物质. 在
人体的心脏、肝脏、肾脏等部位都含有。对维持人体的
正常生理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辅酶Q10补贴活动通知
本次活动向消费者提供的精品辅酶Q10，由厂家

原厂供货，省去中间诸多环节，12瓶指导价1199元，现
在精品辅酶Q1012瓶只需要 199元（0.3g/粒X60粒），
各种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相关标准，让老百姓能吃上正
宗、便宜的放心产品。

补贴活动要求：为了让实
惠真正落到需要帮助的消费者
身上，本次活动提出以下俩点
要求：

1、受补贴者必须是真正有
需求的朋友，

2、为防止恶意囤货，每人
最多申购2份。

辅酶Q10, 来电申购每人12瓶
春季天

气 忽 冷 忽
热，多风，紫
外 线 强 烈,
容 易 出 现
眼 睛 干 涩
迎 风 流 泪

等眼部不适，请及时补充
叶黄素，维护代谢平衡，
呵护你的眼睛。蓝莓内
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被
誉为“黄金浆果”。叶黄
素又称“植物黄体素”，被
誉为“植物眼黄金”。

蓝莓枸杞叶黄素蓝莓枸杞叶黄素
优惠体验活动通知优惠体验活动通知

为回馈读者，帮助真
正需要中老年人群，厂家
特举办本次蓝莓叶黄素来
电优惠活动，11 瓶瓶 6060 粒粒，，可可
吃吃 11 个月个月，，活动期间活动期间，，66 瓶瓶
仅仅 100100 元元，，仅限 100 个体验
名额，机会非常难得。

1、必须是真正有需求
的朋友，50 岁以上中老年
人优先体验；

2、每人最多购买 4套。

400-6564-626
抢购热线：

江西佰灵实业有限公司 广告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中老年朋友请注意：：

蓝 莓 枸 杞 叶 黄 素 特 卖 会
6 瓶仅 100 元

sc1063609821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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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财经热点

节后大盘将面临真正考验
不补量上冲要防在这里冲高回落！

上周五沪指站上 3478，
突破颈线位，意味着“双底”形
态确立，B浪反弹已经展开，
目标在 3500-3600，由于量
能不足，节后需补量确认突

破双底颈线位的有效性。另外接下来还将面临60天线3520的
压力，上证如果拿下60天线，将有望向3556-3606推进，反之则
可能在3500附近遇阻，反弹空间和力度将明显减小。节后三大
指数真正的考验就是60天线，节前两市持续缩量属于正常，但节
后如果不能持续放量上冲，则会在3500关口以及60天线附近出
现反复，今天上证短线压力在3486－3520，创业板上方压力在
2866－2936。

接下来重点关注两点：一是节后需补量确认突破双底颈线
位的有效性；二是
这波B浪反弹上冲
的空间有多大？由
于B浪反弹之后还
可能走出 C 浪下
跌，所以节后更为
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准备在3500-3600
踩准B浪反弹的高
点，争取在 B 浪高
点逃顶，再等待 C
浪下跌后的低吸机
会，C 浪的杀伤力
也是非常大的，届
时或创出新低，所
以节后千万不能在
3556-3606及以上
（3628）再次做反方
向和节奏。 钱眼

韩国LG今夏退出手机市场
将成为第一个完全退出手机市场的大品牌

韩国LG电子株式会社5日宣布，因其手机业务持续亏损，企
业决定缩减手机生产和销售规模，7月底彻底停产。这意味着LG
在经营26年手机业务后，最终放弃了这块市场。

据路透社报道，LG将成为第一个决定完全退出手机市场的
大品牌。其他风行一时的国际知名手机品牌如诺基亚、HTC、黑
莓等虽然风光不再，但没有一家计划完全撤出这一市场。

韩联社报道，LG在发给韩国监管部门的声明中说，其智能手
机业务自2015年二季度以来连续亏损，去年累计损失达5万亿韩
元（约合44亿美元）。退出竞争激烈的手机市场后，LG希望集中
资源开发其他新兴增长领域，比如电动汽车零配件、物联网设备
和智能家居用品。

智能手机业务目前是LG五大业务板块中最小的一块，仅占
企业收入来源的约7%，预期到7月31日实现停产。LG在声明中
说，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为现有手机用户提供服务支持和软件更
新，各地区持续时间不同。

LG1995年成立手机研发部门，曾经也以超大广角摄像头等
创新设计引领市场。2013年，LG曾成为世界第三大智能手机制
造商，仅次于三星和苹果。LG手机目前在北美市场占有率为
10%，是这一地区的第三大品牌。另外，LG当前在拉丁美洲的市
场占有率排名第五。 新华社发

云南瑞丽3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6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新华社电 云南省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4月5日发布通告，姐告国门社区等3
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鑫盛时代佳园小区等6地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通告称，经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
评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从5日19时起，瑞丽市
有3个高风险地区，分别为：姐告国门社区，团结
村委会金坎、弄喊片区（瑞丽大道以南），仙客巷和
光明巷居民小组；中风险地区6个，分别为：鑫盛
时代佳园小区，瑞京路红砖厂，星河蓝湾小区，双
卯村民小组，下弄安村民小组，珠宝街老食品厂家
属区。

今年3月全国受理网络违法
和不良信息举报1080.4万件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
良信息举报中心获悉，今年3月，全
国各级网络举报部门受理举报
1080.4万件，环比增长9.7%、同比下
降27.1%。

据统计，其中，中央网信办（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
信息举报中心受理举报17.2万件，
各地网信办举报部门受理举报
106.1万件，全国主要网站受理举报
957.1万件。在全国主要网站受理
的举报中，微博、百度、豆瓣、快手、
阿里巴巴、腾讯、知乎、今日头条、新
浪网、拼多多等主要商业网站受理
量占87.7%，达839.5万件。

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表示，广大网民可通过12377举报
电话、“网络举报”客户端等渠道积
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
朗网络空间。

云南现有确诊病例51例
无症状感染者56例

新华社电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4月5日
通报，4月4日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确诊病例
1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

据通报，新增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均
为瑞丽市对重点人群和密切接触者核酸检测中发
现，即用负压救护车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

截至4月4日24时，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51
例（境外输入3例，本土48例），无症状感染者56
例（境外输入19例，本土37例），均在定点医疗机
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泰山山顶酒店住宿1200元一间？
游客挤厕所过夜？景区昨回应

4月3日，有网友爆料，山东泰安泰山山顶南
天门附近住宿1200元一间，不少游客在厕所过
夜。对此，泰山景区回应称，山上住宿确实有上千
的，但也有两百多的，费用是工商部门定价，受工
商部门监管。

4月5日，泰山景区官网发布说明回应“酒店价
高游客挤厕所过夜”，称夜间登山是群体普遍现象：

4月4日下午，“泰山酒店价高游客挤厕所过
夜”的评论引起社会关注。泰山景区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综合执法、市场监管、属地管理区等部门认
真展开调查摸底，现做说明如下：

山顶宾馆房源情况。为保护泰山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景区对山顶区域始终实施最严格
的规划建设管控，宾馆饭店等建筑物较少。目
前，山顶区域共有13家不同档次的宾馆（另有2家
因维修暂停营业），现共有400个房间、998个床
位。每逢节假日等旅游高峰期，游客只有提前数
天预订才能订上房间。选择夜登泰山的多为青
年游客，他们大多会自带或租借棉服，窝在墙角、
山坳、山洞、卫生间等避风处，以露宿山顶的方式
等待日出，这也是多年来夜间登泰山群体的普遍
现象。

宾馆房价有关情况。根据《价格法》有关规
定，宾馆住宿类服务业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经营者
依法自主制定，政府实施日常监管。目前，山顶宾
馆双人标间淡季房价约为200-1200余元不等，旺
季价格因供求关系有一定波动，游客可根据需求
自主选择。 综合澎湃新闻等

辽宁舰航母编队开展远海训练

据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
大校昨日介绍，日前，中国海军组织
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中国台湾周边海
域进行训练，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
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
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今
后，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
类似演训活动。 新闻联播

财产来源不明！
外甥举报干部舅舅，纪委已调查

4 月 1 日，网友“jopinkCat”报
料，自己舅舅——湖南省长沙市政
协干部金某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该网友表示实名举报源于自己
对长沙一处房产权益的主张。他
称，维一星城4套房子2014年曾被
继母金某林以1000万元的价格抵
押给了她哥哥金某辉，抵押款用于

“借款人生活、抚养子女等”。金某
辉是一名公职人员，如何能拿出
1000万元，他表示怀疑。

4月4日，湖南省长沙市纪委监
委通报，近日，网民“jopinkCat”发
帖，称长沙市政协一干部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并就此实名向长沙市纪
委监委举报。市纪委监委高度重
视，按相关规定和程序要求对举报
人反映的问题启动了调查，相关情
况正在调查核实中。

检察日报

国产鞋原价1500炒到48889？
“炒鞋”当心“鸡飞蛋打”

近日，国潮风盛行，不少网友纷纷下单知名国产球鞋。但下
单过程中他们却发现，很多爆款不是断货就是涨价。

此前有媒体爆出，在某App上，参考发售价1499元的李宁
韦德之道4银白款，页面显示仅42码有货，且售价高达48889
元，涨幅高达31倍。目前该款鞋已经下架，但在该App上，从其
他李宁鞋的价格变化中仍能看出端倪：这款李宁球鞋的发售价
格为699元，但目前39.5码的售价已高达10389元。

根据其最近的购买记录可以看出，从3月28日至今，该球鞋
价格已从4000元左右上涨到目前的5000~6000元。短短9天
时间，价格上涨了近2000元。

所谓“炒鞋”，炒作的就是鞋子，大多是一些限量版的球鞋。
在本次的炒鞋事件中，被炒上天价的李宁、安踏等国产品牌球
鞋，也有许多是限量版球鞋。

业内人士指出，“炒鞋”并非“遍地黄金”。少数人一夜暴富
背后，是更多人亏损。当把“炒鞋”作为理财手段，分期贷款、借钱

“炒鞋”，并指望以此一夜暴富，就需要小心了。散户、小贩，乃至很
多学生被裹挟其中，很容易成为“活韭菜”。 央视新闻客户端

云南瑞丽将启动
城区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新华社电 云南省瑞丽市4月5日晚召开发布
会介绍，自6日8时起，将对瑞丽市城区进行第二
轮全员核酸检测。

瑞丽市委书记龚云尊说，近几天，瑞丽市确诊
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持续增加。主要原因
是，瑞丽市按照专家组的建议，本着科学严谨、认
真负责的态度，为全面排查出潜在的新冠病毒感
染者，彻底切断病毒向外传播途径，自4月3日起
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开展了第二次核酸检测工
作。截至4日18时，对姐告国门社区和瑞丽城区
重点人群第二次核酸采样共29060份，累计检出
阳性20人，这20人都是在已采取封控措施的社区
和集中隔离点中发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