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

国庆节! 老张的女儿看见某

旅行社在报纸上刊登的大理"丽

江老年人
!

日游的广告!全程
"#

个景点全包价格
"###

多元!于是

就替父母报名参加了此次旅行#

到当地后! 老张夫妇发现地接社

接待态度恶劣! 而且整个游程下

来!少跑了不少景点!改成了购物

点$ 张老相当气愤$ 回上海后!老

张与旅行社多次交涉! 要求部分

退款$旅行社都拒绝承担责任!理

由是%广告不是合同!旅行社并不

需要完全按照广告中说的去做$

【点评】

&合同法'规定%要约是希望

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

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

)

内容具体确定!(

%

)表明经受要约

人承诺! 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

约束!*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

规定的!视为要约+$本案中!旅行

社所登载的旅游产品广告比较详

细!具备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属于

要约性质$ 游客的报名行为即是

对该要约的承诺! 双方的旅游合

同成立$因此!广告上的内容应当

属于双方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旅行社组织的旅游活动如

果与其广告中刊登的内容不符!

应当属于违约行为! 旅行社应当

退还部分团款$

老年同志参加旅游活动!一

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选

择一家正规的旅行社!同时要看清

旅行社的名称,地址"许可证号"经

营范围-第二是要看清价格!要弄

清价格中包含的具体内容!旅游的

费用一般由交通费"住宿费"用餐

费"景点门票费"导游服务费和其

他旅游过程中要发生的直

接费用- 第三是要了解服

务! 比如住宿的是什么星

级的酒店和酒店的具体坐

落! 景点门票中是包含了

所有小景点的门票还是只

是大景点的门票! 用餐次数和标

准等- 第四是在合同中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 第五是明确纠纷的

解决方式!双方可以选择调解"仲

裁还是诉讼- 最后不要忘了索取

发票! 合同上一定要加盖旅行社

公章!至于旅游合同中应当包括的

主要条款!目前各地旅游管理部门

都推出了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并要

求旅行社使用$在签订时要注意旅

行社是否使用了这种文本$对于广

告上宣传的内容!更要注意是否也

写入了合同$ 如未写入!可将广告

保存!作为证明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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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春芝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出品的*关节元素+产品!经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临床检测发现! 有效率

高达
'()(*+

$ 世界中医骨科联合会主席"

中华中医骨伤科学会会长" 上海市中医药

学会会长施杞!还特别为*关节元素+题字!

以资鼓励$

据了解!*关节元素+ 的主要成分及作

用有以下几点$

$)

氨糖
,

补充软骨%是软骨

的主要成分!能提高关节滑液黏性!修复软

骨! 是列入美国国家药典的划时代软骨补

给品-

%)

硫酸软骨素
,

润生滑液%促进滑液

分泌!保持软骨水分!提供软骨营养物!同

时可抑制软骨细胞流失!被称为*关节软黄

金+-

")

三七提取物
,

活血祛痛%入药历史悠

久!作用奇特!尤其具有活血化瘀"通行血

脉的显著功效$被历代医家视为药中之宝!

参中之王-

-)

骨碎补提取物
,

吸附钙质%骨

碎补是祖国中医伤科良药! 可促进钙质在

骨骼沉积!增加骨密度-

!)

大豆异黄酮
,

堵

住钙质流失%可抑制破骨细胞酸的分泌!更

全面的预防骨质疏松-

()

维生素
.,

抗氧化%

可以抗氧化破坏!维护机体的良好内环境$

同时!*关节元素+ 的主要适用人群又

分为两大类%

/)

骨关节病(颈椎病"腰椎病"

膝关节病"手足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

风湿"类风湿等)引起的关节酸麻"疼痛"僵

硬"活动不利等病症!具有补充"修复"再造

关节软骨的综合功能-

%)

缺钙"骨质疏松!

补钙效果不佳的腰膝酸软"四肢麻木"抽搐

乏力"牙齿松动以及免疫力低下易生病者$

骨质中缺乏有机质! 补进去的钙就无从依

附"贮存在骨质内!而人体内关节元素属于

粘多糖类有机质! 在骨质内形成纤维基质

网络!直接吸附"留存钙元素!使外源性钙

得以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关节元素+ 对骨赘或骨刺

有很强的软化作用!具有镇痛"抗炎"消肿

及改善微循环等多种协同功效! 因而对于

骨关节炎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春芝堂免费咨询电话&

!""#!$"#%""%

网址&

&''()**+++,-./0',/12,/3

“关节元素”经临床检测有效率达86.67%
! ! ! !

本院自
//

月
/

日起!总机电话变更为
"/%*&'/&

!望

相互转告.

相关电话目录如下!或查询我院网站(

011234405627189)

:0)60);<

)$

徐汇区中心医院

$"4"54"546

徐汇区中心医院总机更改通知

! ! ! !

为巩固创建*平安医院+打击无

证行医,整治*医托+取得的成效!徐

汇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联合华泾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
%#/#

年
/#

月

%#

日开展*坚决打击无证行医!保障

群众健康权益+大型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共设华泾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及华泾镇某建筑工地两个

宣传点$ 活动现场!卫生监督员耐心

接受市民咨询!并劝诫百姓前往正规

的医疗机构进行就医!不能轻信*医

托+骗言!坚决抵制无证行医$活动共

出动卫生监督员
*

名! 医务人员
%

名!制作宣传版面
(

张!发放打非宣

传资料
"###

余份 !*

%#/#

上海主要

医疗机构指南图+

'##

余份$ !徐卫"

坚决打击无证行医 保障群众健康权益
———徐汇区整治无证行医宣传活动纪实

部 门

总机

总值班

院长办公室

党委,团委办公室

工会办公室

医务科

科教科

门诊办公室

护理部

人事科

财务科

审计科

药械科

营养科

信息科

后勤保卫科

市场开发部

医务社会工作部

维修部

家政服务公司

保洁公司

出入院处

便民服务中心

急诊预检

健康体检部

投诉接待室

分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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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冻+看似简单!如何*冻+得合理,

*冻+得适时,*冻+得健康!也大有学问$

古话说!*春捂秋冻+ 指的是在乍

暖还寒的春季不要急于减少衣服!不

妨捂一捂- 相反到了秋季不必急于增

加衣服!不妨冻一冻$*秋冻+可以保证

机体从夏热顺利地过渡到秋凉! 提高

人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与抗寒能

力$ 这样的防寒锻炼帮助人体的抗御

机能更加稳固! 从而激发机体逐渐适

应寒冷的环境!对疾病!尤其是呼吸道

疾病的发生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在日夜温差变化不是很大的初

秋!无须急忙加衣!*冻一下+无妨!并

可适当延长秋冻的时间$ 但是夜间入

睡一定要注意盖好被子$ 秋天夜晚的

寒气与夏夜的凉爽不同! 人体在睡眠

状态容易感受风寒$

在日夜温差变化较大的晚秋则切

勿盲目受冻$晚秋常有强冷空气侵袭!

以致气温骤降! 此时若一味强求 *秋

冻+!不但对健康无益还有害!容易引

发呼吸道和心血管疾病$ 此时应随时

增减衣服!以防感冒$

防寒锻炼应注重合理, 适时,健

康$就人体而言!青壮年包括体质较好的老年人和小

孩最好不要早添厚衣! 这样有利于人体对气候变化

的适应$ 抵抗能力较弱的老人和孩子自身调节能力

差!遇冷抵抗力下降!御寒能力减弱!身体会很快发

生不良反应!诱发急性支气管炎,肺炎等疾病!应注

意气温变化而添加衣服$ 有慢性疾病的病人不宜进

行*秋冻+!尤其是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冠心病,高血压者$寒冷刺激会使支气管和血管痉挛

收缩!导致患者旧病复发!出现哮喘,心绞痛,心肌梗

塞和中风等事件的发生$

*秋冻+不仅停留在穿衣上!适当锻炼对增强体

质极有好处$不同年龄可选择不同的锻炼项目$无论

何种活动!都要注意一个*冻+字!切勿搞得大汗淋

漓!以防寒气通过排汗而扩张的表皮毛孔进入人体$

当周身微热!尚未出汗!即可停止$ 如果决定进行冷

水浴锻炼!应在整个秋天坚持!不要间断$ !王传"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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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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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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