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线 A12

2020 年 1 月 16 日 星期四
主编 郑福荣 张大升 责编 赵伦 美编 吉思进 校对 张丽萍

昆明市住建局局长陈汉接听市长热线时表示

马街摩尔城计划春节后复工
老旧小区如何能便捷加装电梯？昨日，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陈汉在接听
12345 市长热线时表示，昆明市正在积极探索专业代建代管新模式。想要申请
加装电梯的单元只需要到相关街道办事处进行申报，由住建局牵头相关部门直接
到街道审批，住户无需奔波于审批部门之间。

探索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由第三方代建代管

昆明市住建局为全面推动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工作，正积极落实“街道吹哨，部
门报到”的方式。据介绍，老旧小区加装
电梯存在三大难点，一是按照《物权法》的
要求，需要取得加装单元 2/3 的业主同意；
二是约 50 万元的相关费用难以筹措；三是

后续的管理和维护难以配套。对此，陈汉
表示，市住建局也在探索新的方式，例如
与昆明市城投集团协商，由城投集团代建
代管老旧小区加装的电梯，后期通过刷卡
频率来计算相关费用。目前该方案正在
报批昆明市政府审核。

进展

两小区初步计划
春节后恢复建设

绿城春江明月小区合同约定 2018 年
12 月交房，但这个楼盘已停工一年多了，
目前进度如何？据介绍，本周内将由开发
商和五华区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召开业主
见面会，初步商定春节过后 2 月底开工恢
复建设，尽快交房。同时由昆明市纪委监
委对开发商进行约谈，如果开发商不履行
责任，将对开发商进行严肃处理。现在开
发商资金有困难，已协调建设银行进行支
持，让项目尽快走入正轨。7 号地块还没
有发预售许可证，后面的预售资金将由五
华区住建局进行监管，销售的资金必须全

部用于项目的建设，之后再偿还其他的债
务。另外，建设方自己也筹集了 3000 万
元，初步计划在春节后启动建设。
对于另一烂尾小区，陈汉表示，马街
摩尔城长期烂尾，多次复工停工，主要是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目前，西山区政府提
出了新的解决方案，积极支持和督促开发
商尽快复工。昆明市住建局也在跟西山区
一起研究如何尽快督促小区实质性开工并
交房，并对交房违约情况进行赔偿。目前
初步计划是 2020 年春节后恢复建设。
本报记者 张勇

肠燥便秘口臭口疮胃难受，怎么办？
肠燥便秘,滋阴生津是方法 养阴口香合剂治肠燥便秘有方法

“肠燥便秘”是有些胃热津亏、阴虚郁热的人群常见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 OTC
甲类
的消化疾病，表现在排便困难和次数减少，有时还可能伴 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忌】尚不明确。
有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等身体 【禁
【不良反应】
尚不明确。
不适。肠燥便秘、口臭口疮、胃难受，怎么办？胃热津亏、
阴虚郁热上蒸所致上述病症的患者可使用养阴口香合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25095
网
址:http://www.gzwst.com
剂，国药准字，具有滋阴生津、清胃泻火、行气消积三大功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能，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肠燥便秘、胃灼 黔药广审（文）第 2019030032 号
热痛、口臭、口舌生疮、咽干口苦、齿龈肿痛等疾病。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
滋阴生津，
行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精研的养阴口香合剂，遵 气消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口臭，口舌
循苗医药传统，以贵州名贵金钗石斛鲜品入药：配以十余 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味药材融入现代科技而成。一次 30 毫升，一日 2 次。疗 联系电话：
4000809577 广告
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广告

伊甲

复方聚维酮碘搽剂治疗灰甲有信心

灰甲不灰心，
治疗有方法

OTC

乙 类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引起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
的甲感染。患了灰指甲的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
节，不注意个人卫生或人为的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 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受异物侵蚀破坏，指甲愈加脆弱，更容易感染或复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网址:http://gzwst.com.cn
发。灰指甲变形、
发黑（黄）让人难堪，
更需及时治疗，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避免传染健康指甲，或其它部位感染。灰指甲患者 黔药广审（文）第 2019030035 号
联系电话：4000809577
选药，
请认准国家批准的正规产品。
适应症：1、用于足癣、体癣、头癣、花斑癣、手癣、甲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请用国药准字药品-- 使用。2、用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昆明：
（健之佳：
人民东路店，
人民西路店，
国贸店，
江岸店，
佳园店，
）
（一心堂：
吴井路二店，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国药准字 H52020539）， 地址：
关上南路店，
永安路店，
六甲四店，
江岸店，
虹山东路店，
春城慧谷店，
傲云峰店，
护国路店，
兴隆
白马小区店，
三市街店，
气象路 15 号，
气象路 31 号，
安康路 36 号，
西山区丽苑路 43 号，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于甲癣、手癣、足 花园店，
西山区秀苑路 109 号，云南印象小区，人民东路新迎小区，桃园街，云南印象首日封，江东花城
癣、
体癣、
头癣、
花斑癣，
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
也用 等）、昊邦：（百合园店，宝海店，大关店，红云店，金色交响店，）。曲靖：梅苑巷分店、金友连锁店、
人民大药房、
下关滇源分店，
大理：
海天苑，
世纪城广场，
文山：
世纪龙城分店，
蒙自：
红竺园分店，
于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对真菌、细菌等均有 玉溪：星云，楚雄：一心堂（双柏街心花园、阳光大道、中大街一店、中大街三店、禄丰金山南路二
店），
普洱：
一心堂（人民东路、
中心商务区、
阳光新城、
街心花园店、
南正街、
茶苑路三店、
）、
健之
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渗透。涂搽 佳（公务员小区分店、鱼水路分店、阳光新城分店），临沧：一心堂：（南天路三店、扎路营连锁
）、健之佳（南塘街店、
南天路一店、
百树广场店、
旗山路一店、
）东骏（旗山小区店）、
云南白药南
本品于患甲，
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每天1~2次。简 店
塘街店，
凤庆：
一心堂（商业步行街店、
滇红南路店、
滇红北路店）、
东骏大药房中心店，
云县：
一心
堂（草皮街连锁店、
环城北路店、
迎新路连锁店、
和云居连锁店）、
云南白药大药房，
双江：
一心堂
单又方便，
坚持治疗有信心。
北回归大道店，
耿马：
一心堂（人民路、
沧源广场、
永德白塔、
永德城南），
孟定：
中缅连锁店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安场 鞣酸苦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 拉肚子用 安场 鞣酸苦参碱胶囊

如果您的生活中出现了：饮食刺激、精神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禁忌】尚不明确；
紧张就腹痛难耐，反复腹泻，有时还伴有粘液、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等症状。
脓血等症状，请别忽视！患上了急慢性肠炎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H52020688
OTC
网址:http://www.gzwst.org
（小肠、结肠、直肠粘膜炎症）、功能性腹泻、肠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甲类
黔药广审（文）第 2019030034 号
联系电话：4000809577
易激综合征等引起的腹泻应及早治疗。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广告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 地址：昆明：一心堂（富春街、千禧龙街、三合营、南源路、虫草参茸西华小区、郦岛嘉园、金安
小区、
佳园小区二店、
莲花池、
菱角墉小区、
半湾小区、
百大国际派小区、
小康大道，
华龙人
碱胶囊，质量标准起草单位，用于功能性腹泻、 家、同仁街、果树头、长寿路、福缇岛、白云路、人民东路六店、穿金路三店、欣兴路、尚东城
店、
金庄路、
罗丈村店、
世纪城茗春苑店、
世纪商业街、
呈贡古银店、
官渡古镇五店、
银季路、
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拉 怡园小区、大润发商业广场、时代风华店、吴井路一店、永泰园、新螺丝湾一店、气象路 15
号，
气象路 31 号，
安康路 36 号，
西山区丽苑路 43 号，
西山区秀苑路 109 号，
云南印象小区，
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 鞣酸苦参碱胶囊， 人民东路新迎小区，桃园街，云南印象首日封，江东花城）云南白药（金星店、北京路、）健之
佳（江东花园、
金庄路、
世纪商业街、
时代风华店）保山：
一心堂（太保路、
正阳北路、
龙陵松
治肠炎止腹泻，老年少儿均可使用。长期腹泻 山、同仁街、板桥）红河：一心堂（建水盛世、河口槟榔路、开远人民路、个旧中山路、蒙自(天马
路、
时代天骄、
锦华路）丽江：
一心堂（华坪保合花园、
宁蒗万格店、
香格里拉(东旺路二店、
香
患者应按疗程使用，
巩固疗效。
巴拉大道、
）文山：
一心堂（建河西路、
秀峰路、
开化北路、
富宁(东风路二店、
振兴路、
文苑店）

外卖平台发布本地生活年度消费报告

昆明郊区老人爱 K 歌
财大学生最爱点奶茶
昨日，饿了么口碑发布了《2019 年
云南省本地生活年度消费报告》。数
据证明，过去一年，玉溪、大理、保山等
云南三四线城市的消费需求被进一步
释放，展现出的消费活力丝毫不输给
省会昆明。西双版纳、保山的百元订
单数量在省内排名一、二，分列全国
三四线城市第 26、27。
从 2019 年全年订单量排名来看，
昆明成为了云南全省本地生活消费需
求最旺盛的城市，订单量全省第一，大
理州和红河州分列二、三。虽然订单
榜首依然是昆明，但省内三四线城市
的表现也十分抢眼，云南的三四线城
市，迪庆州和大理外卖订单量分别同
比增长 17 倍和 3 倍，在全国三四线城
市增速榜单中分列第一、第四位。同
时，玉溪、普洱和临沧也同样跻身全国
三四线增速榜单前十。
具体到昆明市，正餐以外，饿了么
口碑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昆明的早餐
等多场景订单快速增长。其中，早餐
订单量整体增长 58%，夜宵增长 45%，
本地生活服务正在快速渗透进更多用
户的 24 小时生活中去。
从 2019 年全年订单量排名来看，
五华区成为了昆明全市本地生活消费

需求最旺盛的城市，订单量全市第一，
盘龙区和官渡区分列二、三，其次为西
山区和呈贡区。
从热门单品的销量排行来看，云
南财经大学一年消费了昆明市最多的
汉堡、奶茶、麻辣烫，一举拿下“汉堡大
学”
“ 麻 辣 烫 大 学 ”和“ 奶 茶 大 学 ”称
号。而西南林业大学则吃了昆明最多
的川湘菜，可谓
“川湘菜大学”。
2019 年，在昆明最贵的一单外卖
消费了 2132 元，这是一单 20 份全家桶
欢乐餐，这一单来自呈贡区。
数据显示，2019 年，越来越多的三
四线的 95 后正在使用外卖下单买菜，
越来越多的 60 后银发族，开始用外卖
叫一杯咖啡与奶茶。昆明的外卖主要
消费群体以 95 后为主，其中 95 后订单
占比超过 46%，95 后生鲜订单量同比
增长 9 倍，显著高于城区 4 倍增速；使
用饿了么下单购买奶茶咖啡的 60 后同
比增长了 1.8 倍，其中昆明城郊的 60 后
购 买 奶 茶 咖 啡 订 单 量 同 比 增 长 1.7
倍。此外，在昆明郊区，KTV 消费中中
老年用户的订单占比 23%，显著高于
中心城区 11%，可见城郊的本地生活
新需求潜力较大，且正在快速增长。
本报记者 曹婕

推
“爆款”
作品 助云南
“圈粉”

2019 年云南主流网络媒体刊发 65 个“100 万+”作品
2019 年，在省委网信办的指导下，
超过 10 万幅，短视频作品 3000 余件，
云南各地各网站充分挖掘全省优势素
帖文在“彩龙社区”点击量达 1654 万。
材资源，准确把握网络传播特点规律，
云视网 2019 年赴云南 16 个州市 60 多
精心打造推出适合网络传播、符合网
县区，
采访脱贫攻坚、民族团结、异地搬
民口味的优质内容，全年共有 65 个作
迁等内容，记录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少
品成为“100 万+”网络现象级“爆款”，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
两个（组）短视频冲击亿级流量，有力
变化。在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的
“看美
提升了魅力云南在网络上的关注度、
丽乡村 庆 70 华诞”大型主题直播活动
美誉度。
中，新华社客户端、云南手机台等 15 家
其中，云南网拍摄制作的 16 期《看
直播平台对德宏州瑞丽市姐相乡银井
新时代·云南一分钟》州市系列宣传片，
村、大理州大理市古生村进行了联合直
在省级主流媒体以及各州市党报、网
播，
让魅力云南出镜出彩。
站、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平台刊播，并
2019 年，各州市还充分利用“抖
于 9 月中旬在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交
音”
等新媒体平台传播正能量。3 月 10
易市场（云南馆地）进行循环播放，
截至
日下午，昭通退役军人郭伦毅看到一
名儿童落水，快速冲进水里将其救出；
目前，系列宣传片总计传播量近 1.6 亿
次。由人民日报和云视网联合制作的 “昭通日报官方抖音号”将事迹剪辑成
《中国 24 小时·云南篇》微视频传播量近
短视频，发布到抖音平台。这条名为
1 亿次，成为全省全年单个视频传播量
《你救人的样子真帅！天气渐好，提醒
第一的作品。由云视网拍摄制作的
“人
带孩子游玩的家长，一定看好孩子，注
民记忆·70 年 70 城之记住丽江、记住大
意安全》播放量达 9954 万，感动了广大
理、记住瑞丽”
3 个短视频的播放量也达
网友。玉溪日报抖音号在全国交通安
到了 1890 万次。各主流网络媒体结合
全日，以昆磨高速 27 公里长下坡大网
自身特点优势推出视频产品，唱响了礼
兜典型案例为宣传主体，制作发布了
赞新中国、奋斗新时代、奋进彩云南的
抖音短视频；
《坠下山崖的一瞬间，被
昂扬旋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网兜”给兜住了！修建至今已至少
营造了热烈喜庆的网上氛围。
挽救五条生命！
》播放量达 3380 万，相
“爆款”
短视频集中
“霸屏”
，
让云南
关做法广受好评……
好形象获赞无数。同时，
各地各部门还
大美彩云南，
网聚正能量。云南将
通过互联网平台，
用优秀的作品向海内
继续坚持守正创新，广泛集聚网民智
外讲好云南好故事。如昆明信息港主
慧，打造现象级作品，共同为展示云南
办的 2019 发现云南之美网络摄影暨短
好形象、传播云南好声音、扩大云南
“朋
视频大赛以
“生态之美、变迁之美、劳动
友圈”
、提升云南点赞率贡献力量。
之美、人性之美”
为主题，
收到摄影作品
云南网记者 彭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