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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2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大学获悉，该校家
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发现家蚕
体形和着色受到一种新的表皮蛋白影响。
这是全球首次发现这种蛋白，将有利于控
制鳞翅目害虫。该研究成果论文已在美国
权威期刊《遗传学》在线发表。

这种新蛋白的功能发现于竹蚕体
内。竹蚕是家蚕的变异体，因腹部的背面
隆起形似竹节，被称为“竹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生物界就发现
家蚕这种变异情形。”论文的作者之一、西
南大学生物学在读博士熊高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2015年，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始对这种突变情
况进行研究。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家蚕在变异成
为竹蚕后，虽然不影响其吐丝能力，但爬
行迟缓，身体上的部分斑纹也会消失。“昆

虫的体色是适应生态环境的重要特征，如
果其体色、斑纹发生变异，代表其可能不
适应环境变化。”

通过基因克隆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
基因表达分析等方式，课题组发现，家蚕中
的一种表皮蛋白基因发生了突变，从而导
致其遗传变异成为竹蚕，影响生理机能。

“这种表皮蛋白基因是一种新进化出
的基因。”熊高说，这种基因由其他基因复
制出来，具有同时控制家蚕体形和色素沉
着的新功能。

“这是在家蚕基因中第一个被鉴定到
的、具有同时影响体形和体色的多效功能
分子。”西南大学生物技术学院院长代方
银表示，这种基因可以影响昆虫纲鳞翅目
昆虫的爬行、适应环境能力等，这为防控
鳞翅目害虫提供了可能。“鳞翅目昆虫大
部分是害虫，那么可以通过增强这种基
因，实现对鳞翅目害虫的控制。”

西南大学发现家蚕分子新机制
可对鳞翅目害虫进行控制 本报讯 （记者 白麟 通讯

员 魏东）重庆日报记者10月25
日从涪陵页岩气公司获悉，截至
10月25日，中国首口实现商业开
发的页岩气井——焦页1HF井累
计产气量已突破1亿立方米，累计
安全生产页岩气1784天，成为国
内生产时间最长的页岩气井。

焦页1HF井是中石化部署在
涪陵焦石坝区块的第一口探井，
2012年 11月 28日放喷测试，获
每天 20.3 万立方米高产工业气
流，实现了中国页岩气勘探的重
大突破。该井于2013年1月9日
正式投入试采，成为中国页岩气

商业化开发的第一口井。2014
年，该井被重庆市政府命名为“页
岩气开发功勋井”，以彰显其为页
岩气大规模开发利用所作出的突
出贡献。

目前，涪陵页岩气公司对焦页
1HF井专门制定了专井管理制度
和试采方案，系统录取流压、产能、
流体分析等资料，开展动态分析，
确保该井生产历史可解释、当前生
产可控制、后期生产可预测，实现
长时间稳产。该井也将发挥“生产
标本”的作用，其各项生产参数，将
为涪陵页岩气田乃至我国页岩气
产业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焦页1HF井累计产气破亿立方米

成为我国页岩气井“生产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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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
获悉，为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11月1日起，在现有50个
单病种付费基础上，我市将新增50个单病种，使单病种付费的病种
达到100个。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同样是一个手术，为何在这家医院动
手术只要3000元，另一家却要5000元？

这是因为目前在医院看病，是按项目收费。不同医院因不同
的诊治方法、服务标准等，都可能导致同一病种医疗费用存在较大
差距。

“按病种付费后，患者确诊入院，即可签署按病种收费诊疗协
议，医疗机构按指导标准收取费用，不得再向患者另行收费。”市卫
计委有关负责人说，诊断、各项检查、治疗、手术、麻醉、护理以及床
位、药品、材料等各项费用都“打包”计费。病人住院期间，各项诊疗
费用如果超出，则由医院承担。“这就给出了一个封顶线，使诊疗更
规范，也降低了群众的医疗负担。”

此外，我市各医院将为患者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今年内，
鼓励市级公立医院率先实现免费WIFI信号全覆盖，并向院内就诊
患者提供检查结果推送、费用查询、电子支付等相关服务。

下月起单病种付费
将再增50个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0月2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关注HE4检测，远离卵巢
癌——肿瘤标志物在卵巢癌诊疗中的应用
媒体会”上获悉，卵巢癌早期诊断上，现在有
了新手段，即人附睾蛋白4（以下简称HE4）
检测，其与生物标志物糖类抗原125（以下简
称 CA125）检测联合应用时，将使卵巢癌诊
断的敏感性提升至92%。

据了解，卵巢癌是女性生殖器官中常见
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居妇科恶性肿瘤第
三位，但死亡率却高居妇科恶性肿瘤首位。

“这是因为卵巢的胚胎发育、组织解剖
及内分泌功能较复杂，卵巢癌早期很少有症
状。”市肿防办主任、市肿瘤医院妇科肿瘤中
心首席专家周琦教授说，临床上，80%的卵
巢癌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生存率仅
30%左右。

因此，卵巢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成为关
键。周琦介绍，此前诊断卵巢癌常用的方法

为阴道超声检测和CA125检测，但各有局
限。比如阴道超声检测，难以对肿块的良恶
性做出准确判断，而CA125检测容易出现假
阳性或假阴性，导致误诊或漏诊。

“HE4检测则弥补了现有检测方法的不
足。”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检验科主任陈
鸣说，正常情况下，HE4在呼吸道、生殖系统
和卵巢组织中有低水平的表达，但一旦遇上
卵巢癌，即使是早期，也会呈现高水平表达。

研究数据显示，CA125和HE4的联合
检测将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提升至92%，降
低了30%的假阳性率。

据了解，目前，我市重医附一院、陆军军
医大学西南医院、市三院等医院都能做HE4
检测。周琦提醒，如有不明原因的胃胀、腹
胀、乏力、消化不良、腹部疼痛等症状时，最
好找妇科肿瘤医生进行全面问诊及体检，同
时进行肿瘤标志物检测，尽早发现病变，及
时治疗。

卵巢癌早期诊断有了新手段
市民在重庆多家医院可接受人附睾蛋白4检测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重阳节即将到来，近日，重庆市

“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乘客志
愿服务大队的队员们前往巴南
区二圣镇二圣敬老院，开展敬老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安排的节目
非常丰富。先是为老人烹调大
餐。老人吃完饭后，入座观看电

影《战狼》《建军大业》。观影期
间，志愿者又挨个为老人修脚、
剪指甲、理发。下午，志愿者罗
苓榕开课，为老人讲解冠心病、
糖尿病等老年多发病症的健康
保健知识。

“谢谢你们，下次再来哟！”临
别时，老人们依依不舍，与志愿者
约定再相见。

“雷锋的士”开展重阳敬老活动

“雷锋的士”志愿者们为老人服务。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张宸）跑遍全国山山水水、搜集了蛛形纲
蜘蛛目里71个科、1139种蜘蛛……10月
25日，西南大学发布消息，该校生命科学
学院历时10年编制的《中国蜘蛛生态大
图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是目前全球首
本蜘蛛类大型图鉴。

据了解，蜘蛛属蛛形纲蜘蛛目，已在
地球上出现4万余年，广泛分布于全世
界，共有113科、4万余种。

“蜘蛛捕食的对象大多数是害虫，因
此研究蜘蛛有利于进行生物防治。”西南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张志升介绍，从
2007年开始，该学院蛛形学研究室团队

成员跑遍了全国各地，拍摄了大量蜘蛛照
片，采集了数万号标本，并得到众多摄影
家和爱好者的支持，于近日正式出版了
《中国蜘蛛生态大图鉴》。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该书为全彩印
刷，共 954 页，重达 4.2 公斤，使用了
2300余张生态照片和130余张显微照
片，系统介绍了蜘蛛目里分布在我国的
71个科、1139种蜘蛛的形态特征、生物
学和分布信息。该书在蜘蛛照片的数

量、所包含的蜘蛛类群和种类等方面都
达到了同类之最，是目前全球首本蜘蛛
类大型图鉴。

“不少蜘蛛的生活习性很有趣。”张志
升介绍，比如水蛛是全球唯一生活在水
中的蜘蛛，目前濒临灭绝，其将蛛丝织成
乒乓球大小的“屋子”，然后运用自身独
特的厚皮毛从水面上运输回“气泡”（含
氧气），在屋顶包裹气泡层以便呼吸；颜
色亮丽的太白山蟹蛛，常常伪装躲在花

丛里面，当猎物出现，便发动突然袭击；
有趣的崇左妖面蛛，在捕食的时候采用

“倒挂金钩”方式，用后面两条腿将身体
倒挂起来，前两对足则举着丝网将猎物
网起来……

“蜘蛛毒素可以提取药物成分；蜘蛛
丝是非常坚固、柔韧的材料……”张志升
说，对蜘蛛的各项研究成果可以运用于轻
工业、建筑、农业等领域，因此这本书非常
有价值。

西南大学出版全球首本蜘蛛类大型图鉴

新华社重庆 10 月 25 日电 （记者 胡若
晗 周文冲）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长江上第
一条大型跨江客运索道重庆长江索道，不仅是
重要交通工具，也是重庆的旅游名片。24日，
索道迎来30岁生日，不少市民和游客闻讯而
至，期待乘坐索道“飞越”长江，为它庆祝“而立”
之喜。

重庆长江索道始建于1986年3月，1987年
10月24日竣工投入运行。索道全长1166米，
运行时长约5分钟，是当时最便捷的过江交通工
具。如今，凭借在空中观赏长江和两岸建筑景色
的独特优势，长江索道更成为重庆接待游客量最
多的景区之一，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万人。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长江上只有一座
桥，两岸居民过江，需绕行长江大桥或搭乘江上
开行的轮渡，耗时近1小时，碰上江面起雾、江
水上涨等情况，轮渡还要停航，两岸居民过江十
分不便。嘉陵江和长江索道建成后，便可以直
达，方便快捷，对当时重庆的交通和城市发展起
了很大作用。

长江索道总设计师、87岁的石奉强告诉记
者，江上架桥耗资较高，而索道造价是架桥的十
分之一，设计人员大胆创新、攻坚克难，建成长
江上第一条大型客运索道，被市民亲切地称为

“土飞机”。
30年来，长江索道搭载着重庆市民和游客

飞越长江，留下许多美好记忆。“长江索道作为
重庆一张靓丽名片，现在能吸引全国那么多游
客，我作为索道人很自豪。”索道公司老员工王
庆英说。

长江索道迎来30岁生日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
月 25 日，中国足协发布官方消
息，为备战明年于阿联酋举办的
亚洲杯足球赛，11月14日，中国
男足将来到重庆奥体中心，与南
美劲旅哥伦比亚队进行一场友谊
赛。这也是继2008年东亚四强
赛之后，中国男足再次来到重庆
进行比赛。

据了解，作为世界足坛的传统

劲旅，哥伦比亚队现世界排名第
13位，队中拥有哈梅斯·罗德里格
斯、法尔考等多位国际知名球星。
在刚刚结束的2018俄罗斯世界杯
南美区预选赛中，哥伦比亚队凭借
出色的表现，以第四名的成绩直接
晋级2018俄罗斯世界杯。值得一
提的是，在两队的上一次交手中，
中国队曾凭借郝海东的出色表现，
以2比1击败哥伦比亚队。

中国男足将于11月14日
在奥体中心迎战哥伦比亚队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10 月 25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举行的中超第27轮的一场补赛

中，重庆当代力帆客场0比 1不
敌北京中赫国安，遭遇 4 轮不
胜。

当代力帆
客场不敌中赫国安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
月2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在渝举
行的2017年中荷体育交流会上
获悉，重庆当代力帆足球俱乐部
与荷兰费耶诺德俱乐部达成意向
性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有望
在球员交流和青训等方面进行多

方合作。
据了解，作为荷兰足坛的传统

劲旅，费耶诺德足球俱乐部不仅获
得过包括欧洲冠军杯、联盟杯等多
项荣誉，还拥有成熟的青训系统，
曾培养了范布隆克霍斯特等一大
批优秀球员。

当代力帆将与费耶诺德
进行多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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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郭家沱街道锣旗寺社区属于老旧开放式社区，
人员结构偏向老龄化，因此，如何抓好为老服务成为社区工
作的重要内容。

社区积极打造“一站式”养老服务站，内设多功能活动
室、图书阅览室等6个活动场地，定期开展老年人养生课
堂、老年电视大学、党员学习等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休闲娱
乐和日间照料服务。同时，引进专业的社工服务组织，打造
精准化服务，努力为更多老人创造良好的居家养老环境和
优质服务。

如今，服务站从老人实际需求出发，从一开始以休闲、

文化娱乐等服务为主，逐步扩展到了家政服务、送医上门、
代购上门、文化上门等一体化的全面服务，有力提升了老年
人对养老服务站的满意度。

此外，以“打造文化养老新风尚”为主题，社区多渠道、
多方位创新“文化养老”服务载体。发动身体健康的老同志
组建“百姓管家”，参与治安巡逻、城管监督、民事调解、法制
宣传等社区管理工作；成立合唱队、太极拳剑队等老年活动
团队，多次参加市、区文化体育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建立
志愿者队伍，承担了社区部分孤寡困难老人居家照料的帮
扶，力保老年人享受丰富的晚年生活。 庞遵萍

江北区鱼嘴镇社会保障服务所以优化为老服务环境为
目的，以行业、岗位为老服务管理规范为标准，以行业、岗位
为老服务创优为重点，在各个服务窗口积极开展优质为老
服务活动，让广大老年人切实感受到社保所热情、细致、周
到、优质的服务。

为深入落实各项惠老优待政策，服务所充分发挥社
保所及人社系统职能优势，专设涉老窗口，制定为老服务
制度，“服务承诺、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公约”四上
墙，大力营造尊老敬老爱老氛围，使老年人权益得到更好
保障。

同时，服务所积极开展文娱比赛、健康讲座、太极拳表
演赛等一系列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时常召
开座谈会，认真解答居民关心的退休职工养老待遇调整、社
区养老等问题，与参会老同志共商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
务工作发展良策；组织社区志愿者和老年自我服务队伍开
展关爱老人，尤其是关爱孤寡、失能老人、空巢老人等老龄
服务志愿活动，切实关心老年人生活。

针对退管人员龄大、居住地分散、行动不便等实际情
况，服务所增设服务网点，实行延时错时服务，力求多渠道、
全方位服务老年群体。 庞遵萍

锣旗寺社区：以人为本，为老服务 鱼嘴镇社会保障服务所：倾听老年人心声

万里长江第一索——重庆长江索道迎来了30岁的生日。
（交通开投集团供图）

鳞翅目（学名 Lepidoptera）包括蛾、
蝶 两 类 昆 虫 。 属 有 翅 亚 纲 、全 变 态
类。全世界已知约 20 万种，中国已知
约 8000 余种。该目为昆虫纲中仅次于

鞘翅目的第 2 个大目。其中蛾类 6000
种，蝶类 2000 种。同时也是农林害虫
最多的一个目。如黏虫、稻纵卷叶螟、
小地老虎等。

小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