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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误区7：
血糖降得越低越好
血糖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

过高，也不能太低。过分降低血糖会增加
低血糖发生的风险，严重者会有生命危
险。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高血糖的危害
主要是会引起各种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但
高血糖的危害通常都是长期、逐渐发生
的。而低血糖的危害却是快速的，甚至是
致命的。严重的低血糖可能引起脑中风，
诱发心绞痛、心力衰竭及心肌梗死等，并
使患者原有的视网膜病变加剧。所以血
糖并不是降得越低越好，而是应该达到一
个较理想的范围，并且尽量避免低血糖的
发生。

误区8：
长期使用胰岛素会产生依赖性
胰岛素是身体正常分泌的一种内分

泌激素，不会像某些药物一样会成瘾。因
此根本不存在使用后依赖的问题。是否
应用完全取决于患者胰岛功能及病情。
胰岛素治疗能有效控制血糖，保护胰岛功
能，防止或延缓并发症发生，且副作用
小。有些患者胰岛功能破坏比较严重，不
注射胰岛素已不能控制血糖，另外有些患
者存在并发症，不适合口服药物治疗，只
适合注射胰岛素。

误区9：
糖尿病可以根治
除少数继发性糖尿病外，原发性糖尿

病是一种终身代谢性疾病，是不能根治
的。目前所有治疗方法都只能是控制病
情、延缓并发症出现。所以千万不要盲目
相信“糖尿病能根治”相关的广告宣传，以
免延误治疗时机。虽然糖尿病还不能治
愈，但是糖尿病却是可以控制的，只要遵

从医嘱，规范治疗，血糖控制在正常水平，
糖尿病患者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工作，也能享有长寿的人生。

误区10：
中医药治疗糖尿病没有效
中医中药不但在血糖的控制方面有

一定作用，同时还能预防糖尿病并发症发
生发展。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血糖控
制非常关键，但也有一些糖友在血糖控制
后，会出现口苦口渴、头晕目眩、心烦失
眠、肢体麻痛、大便干燥等诸多症状。此
时，在中医辨证论治下，服用中药能迅速
缓解这些症状，对糖尿病的治疗非常重
要。

糖尿病防治的十大误区
刘芙莉 徐添 许成群

存钱是一种非常好的习惯。对于个人来说
有一定的储蓄，会增强个人抗风险的能力，当未
来急需一笔资金的时候，此时存钱习惯的好处就
体现出来了。

那么怎么存钱是安全的呢？当然是存在银
行比较安全。

为什么把钱存在银行比较安全呢？因为在
我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
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存款的银行均按照《存款保险
条例》，投保存款保险。

什么是存款保险？存款保险也叫存款保障，
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设立专门的存款保险
基金，当个别金融机构经营出现问题时，依照规
定对存款人进行及时偿付，保障存款人权益。

存款保险不是商业保险，是一种存款保障制
度，它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给存款人提供的保
障，不是商业保险。所以，也不需要由存款人交
纳保费。

大家该如何判断某家金融机构是不是受到
存款保险保障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判
断：一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网站上会
定期公布名单。二是可以看这家银行的网点有
没有存款保险标识，有的话就说明这家银行的存
款受到保障。

所以大家把钱存在银行是安全的，而且一定
要把钱存在贴有存款保险标识的银行网点。大
家有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和存款保险标识方面的
问题可以咨询淮北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

为什么把钱存在银行比较安全
淮北农商银行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3月29
日 10 时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淮北市相山区南黎路 116
号奥斯卡春城 19 幢 104 室，起拍价：913749.75
元。②淮北市濉溪县东方银座1105室，起拍价：
392873元。③淮北市杜集区龙溪瑞园（郡园）37
幢104室，起拍价：488563元。④淮北市相山区
东山路 117 号青和宝地（五区）7 幢 401 室，起拍
价：289610元。⑤宿州市迎宾大道大观园家天下
D区2#0506室，起拍价：459470元。⑥淮北市相
山区孟山路方正大厦1幢303室，起拍价：417417
元。⑦相山区相山北路103号融华仕家2幢101
室，起拍价：959139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
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
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

com/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

保物权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
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
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
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

咨询电话：
18905618080 18105611001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1年2月26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4月8日10时
至2021年4月9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
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永光巷1幢605室，建
筑面积：79.45㎡，起拍价:630332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

0560/02，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

权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
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
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

咨询电话：18956118286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1年2月25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淮北市陈品养殖有限公司淮北市陈品养殖场生
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开赔礼道歉信

公 告

公开赔礼道歉信

杨程程，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 341119773 ，声

明作废。

朱若霖，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O 340893881，声明

作废。

丁三喜，就业失业证遗失，编号：3406010012012963，

声明作废。

姚锐遗失淮北市方山陵园有限责任公司方山陵园穴

位六楼六区八格9、10号购买原始凭证，声明作废。

周春梅遗失淮北新城亿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吾悦

广场 25#3204 室（定金）收款收据，编号：2041683 ，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赵二洋遗失淮北粤恒置业有限公司淮北恒大中央公

园 二 期 1#3003 室 购 房 发 票 ，编 号 ：19755623 ，金 额 ：

165000元，声明作废。

朱猛、黄兰兰遗失安徽融翔置地股份有限公司濉溪

县君悦澜山小区 20#302 室购房发票，编号：01380962，金

额：417000元，声明作废。

道歉信

淮北市陈品养殖有限公司委托安徽中绿科
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现已初步完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 的 编 制 工 作（http://www.zhonglvkehuan.
com/a/gongshigonggao）。根据《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公众可就项目涉及的环境问题
提出建议和意见填写“公众意见表”（http://
www.zhonglvkehuan.com/a/gongshigonggao/）,
通过信件、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提交我单位。

公示单位：淮北市陈品养殖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品 电话：15856123321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段园镇

安徽中绿科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6日

淮北矿工总医院员工郭一帆（ID:
12022570）、崔可畏（ID:12020170）、朱永
（ID:12021389）、李斌（ID:12020281）、邓娜
（ID:12021469）、张玲玲（ID:12021956）、纪
伟（ID:12021950）、孟鑫（ID:12022505）八
位同志，因你们长期不到单位上班，也未
办理请假或离职手续，经多次沟通催促未
果。现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医院有关规
定与你们解除劳动关系，限你们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 7 日内返回单位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不到者，一切责任自负。

特告之。
淮北矿工总医院
2021年2月24日

我叫牛磊，淮北人，由于本人法律意

识淡簿，触犯了法律，现因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由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检察院向淮

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公益诉

讼。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

法律、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自此我为自

己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众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引以为戒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道歉人：牛磊
2021年2月25日

我叫牛蒙，淮北人，由于本人法律意

识淡簿，触犯了法律，现因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由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检察院向淮

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公益诉

讼。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了

法律、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自此我为自

己的犯罪行为向社会公众致以诚挚的歉

意，并引以为戒不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道歉人：牛蒙
2021年2月25日

尊敬的淮北市广大人民群众：
本 人 谢 爱 华 ，女 ，身 份 证 号 码 ：

34062119540724242X，住安徽省、濉溪县经
济开发区书香雅苑1053号，自2020年7月份
开始，本人因法律意识淡簿，在加工油条时，
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规定，超量使用了明矾，在
濉溪县经济开发区杭州小笼包店出售，被淮
北市监督局查获，经检测属不合格食品，给广
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威胁。

在此，我登报向社会公开道歉，愿意为我
的违法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保证以后严
守法律，绝不再犯。

道歉人：谢爱华
202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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