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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是老年病？其实不然。
11月14日是世界糖尿病日，在重医附
一院昨日举行的“糖尿病药物规范安全
注射城市行”活动中，该院内分泌科主
任李启富教授说，每10个成年人中就
有一个患糖尿病，且这一数量还在快速
上升，其中，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很常见。

两人中就有1人是糖尿病
潜在患者

什么是糖尿病？在好多人看来，就
是血糖高一些。

“不止是血糖高这么简单。”李启富
说，糖尿病属于危害较大的病种，并发
症多，比如眼底病变、肾衰、手脚发麻、
心梗、脑中风等。

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呈快速上升
和年轻化趋势。调查显示，2008年，我

国 18 岁以上人群糖尿病发病率为
9.7％，如今这一比例已高达12％，糖尿
病前期人群比例高达50.1%，这就意味
着每10个成年人中，有1个是糖尿病患
者，有5个是糖尿病潜在患者。

“这一速度太快了，在门诊中，年轻
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很常
见。”李启富说，在重庆部分城区，糖尿
病发病率甚至达到15%，糖尿病患病群
体非常庞大。

营养过剩和运动太少是祸首

“营养过剩和运动太少，是导致越
来越多的市民患上糖尿病的主因。”李
启富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糖尿病也
是“吃”出来的病。

以重庆人最喜欢吃的火锅和小面
为例，“火锅其实是高油脂的饮食，很容

易使脂代谢出现紊乱，从而导致糖尿病
发生。”李启富介绍，火锅底料里有牛
油，再搭配油碟、猪肉、牛肉、动物内脏
等食物，这些都属于多油多脂食物，加
上有些人还喜欢边吃火锅边喝酒、抽
烟，这些都很容易引发糖尿病。

此外，许多重庆人早餐都爱吃小
面。其实，小面里的油脂含量也不少，
且普遍辛辣。临床调查显示，长期爱吃
小面的人群患上糖尿病的几率比较大。

同时，现在的年轻人饮食不规律，白
天少吃或者不吃，晚上吃得很多，或者追
求口感，喜欢吃“重口味”，这些都是不健
康的饮食习惯，容易诱发糖尿病。

青少年糖尿病患者以每年
近10%幅度上升

让人意外的是，青少年糖尿病患者

已占全部糖尿病患者的5%，并且每年
以近10%的幅度上升。

今年13岁的彬彬（化名）就是一名
糖尿病患者。彬彬从小就长得胖乎乎
的，喜欢吃肉，饭量也不小。每当遇到
别人夸奖彬彬长得好时，彬彬母亲和奶
奶就更骄傲了，更是变着花样给彬彬弄
吃的。再大一点，彬彬喜欢吃油炸食
品，还喜欢喝可乐，变得越来越胖。

“胖就证明营养跟上去了。”对于彬
彬飙升的体重，奶奶觉得很正常。直到
一个多月前，彬彬开始出现浑身乏力、
口干等症状，起初父母以为孩子感冒
了，可吃了感冒药症状也没缓解，到医
院一检查，彬彬是患上了糖尿病，空腹
血糖达13.8mmol/l。

“11岁至14岁是儿童糖尿病的高
发年龄段。”李启富说，现在的孩子把饮
料当水喝，吃大量油炸食品，这恰好是
诱发糖尿病的不良生活方式中最突出
的两项。加之现在肥胖儿普遍增多，肥
胖会导致体内的血糖浓度增高，加大了
儿童患糖尿病的几率。

那该如何预防糖尿病？李启富说，
最简单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通过
健康科学的饮食、运动、维持体重等，可
以减少至少一半数量的人群发生糖尿
病。

每10个成年人就有1人患糖尿病
专家称预防糖尿病须“管住嘴、迈开腿”

本报记者 李珩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1月13日从沙坪坝区城乡
建委获悉，快速路“一纵线”中柱段已
建成，目前正进行防护边坡绿化施
工，待绿化工程完工并设置相关标识
后即可投用。该工程最快今年底通
车，将进一步完善大学城片区的快速
路网结构，市民驱车从西永到白市驿
仅需8分钟时间。

城投集团人士介绍，快速路“一
纵线”中柱段去年开工，它位于沙坪
坝区西永微电园M标准分区范围、综
合保税A区西侧，起于沙坪坝区与九

龙坡区交界处，止于沙区西永微电
园，全长约2.15公里，双向八车道，设
计车速80公里／小时。

据了解，目前沙区境内的“一纵线”
主要是学堂堡立交至物流园中心站立
交段，2011年10月建成通车，形成了物
流园区由立交、高速路、城市快速路组
成的立体交通系统，加强了物流园区与
外围地区的交通转换。待“一纵线”中
柱段建成投用后，将与原有的“一纵线”
相连，为市民进出大学城再添快捷通
道，对推进西永综合保税区、西部物流
园及附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快速路“一纵线”中柱段有望年底投用
届时从西永到白市驿仅需8分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11月13日从渝北区城乡建委
了解到，百灵苑地下停车库工程正进
行施工招标，有望下月动工。

百灵苑地下停车库工程位于渝北

区柏树堡立交附近。该项目地面为市
民休闲广场，地下为停车库，车库占地
面积约4000平方米，建设工期16个
月，后年建成后可提供300多个停车
位，缓解附近居民的停车难问题。

渝北百灵苑地下停车库有望下月动工
投用后可提供300多个停车位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对很多糖
尿病患者来说，打胰岛素是很平常的
事，有人甚至觉得：“我每天注射1-4
次，这还能不会？”11月13日，重医附一
院内分泌科护士长刘智平说，据调查显
示，有七成多需要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
患者在注射时并不规范。

2014-201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胰
岛素注射技术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糖尿病患者的注射现状不容乐
观：有83.2%的患者重复使用注射笔用
针头，其中重复使用超过10次以上的患
者高达25.7%。还有患者喜欢反复在同
一部位注射胰岛素，觉得这样没那么痛。

“这些都是注射胰岛素的不规范行
为。”刘智平说，不规范注射导致的最常
见后果就是皮下脂肪增生，即手摸上
去，皮下有硬硬的一块。

刘智平说，他们曾对重庆糖尿病患
者胰岛素注射部位脂肪增生现状进行
过调查。结果，市内10家不同等级医

院门诊的736例接受调查患者中，有
540例发生注射部位脂肪增生，增生率
为73.4％。

不规范注射胰岛素带来的风险其
实很大。比如注射笔用针头仅限一次
性使用，如果重复使用针头，可能导致
残留胰岛素结晶堵塞针头，病人以为注
射了胰岛素，而实际上并没有注射或注
射剂量不足，导致血糖波动。重复使用
针头也增加了细菌污染针头的风险。
很多患者喜欢在增生部位注射胰岛素，
但这样会降低药物吸收效率，延长吸收
时间，进而导致血糖波动。

七成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不规范
乱打胰岛素将导致皮下脂肪增生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日前，
复旦版《2016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
和《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
榜》在上海发布。在医院排行榜综合
榜单——《2016 年度中国医院排行
榜》中，全国共有100家医院上榜，重
庆地区有5家医院榜上有名，其中陆
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位列第23名，在
重庆地区医院中排名最高。

据了解，这份榜单由复旦大学医
院管理研究所牵头评审并发布，从
2010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

在医院排名综合榜单前100名
中，重庆地区共有5家医院上榜。除
西南医院外，重医附一院位列第52
名，重医附属儿童医院位列第58名，
新桥医院位列第71名，重医附二院位
列第93名。

而在《2016年度中国医院专科声
誉排行榜》中，重庆地区共有6家医院
27个临床专科上榜。其中，西南医院
位列全国烧伤科榜单第1名；重医附
属儿童医院小儿内科和小儿外科全
国榜上分别位居第3名和第4名。

复旦版2016年中国医院排行榜发布
重庆5家医院上榜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备受关
注的第11届巫山国际红叶节将于本
周五正式拉开帷幕。重庆日报记者
11月13日从活动组委会获悉，红叶
节开幕后的18日和19日，巫山县邀
请了国内顶级航模高手，在神女天路
景区进行飞行表演。

巫山国际红叶节此前已连续举
办10届，因其秀美红叶与壮丽巫峡，
成为市民向往的旅游圣地。

今年的巫山国际红叶节，巫山县
邀请了国内顶级航模高手在黄岩景
区进行表演。据了解，今年9月23日

和24日，这批航模高手曾在武隆仙女
山进行航模表演，由于选手中包括了
世界冠军等业界大腕，当时在重庆引
起了不小的震动。但由于时间和气
候原因，也让很多没能到现场观看表
演的市民留下了遗憾。

巫山国际红叶节活动组委会官
员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此次国际顶级
航模高手齐聚巫山，表演将选在神女
天路景区的天灯包、媱台、飞云台、敞
心坡等几大观景台上进行。届时，市
民既可以看被红叶染红的巫峡美景，
又可以看世界顶级的航模飞行表演。

周末到巫山看红叶 观顶级航模表演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为纪念中国新诗
诞生百年，展现中国新诗百年来的伟大成就，

“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评选结果近
日在北京揭晓，梁上泉、傅天琳等多名重庆诗人
获奖。

据了解，“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
奖评选活动由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光明日
报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从2016年初开始启
动，至2017年10月底结束。活动参评对象为新
诗诞生100年来的全球华语新诗诗人，共评选出

“终身成就奖”“杰出成就奖”“百位最具影响力诗
人”“百位最具实力诗人”“百位最具活力诗人”“百
位最具潜力诗人”“百位网络最给力诗人”等七大
奖项。

11月12日，活动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重
庆市已故诗人方敬、沙鸥获得“终身成就奖”；著名
诗人梁上泉、傅天琳获“杰出贡献奖”；冉庄、李元
胜、娜夜、柏铭久、石天河、李钢等6位诗人获评新
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冉冉、何小竹、冉
仲景、金铃子、李海洲、刘清泉、李尚朝、郑劲松、姚
彬等9名诗人获评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
人”；何真宗、唐力、崔荣德、唐刚等4人获评新诗
百年“百位最具活力诗人”。

“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
诗人诗作评选结果揭晓

梁上泉、傅天琳等多名诗人获奖

本报讯 （记者 吴刚）近日出炉
的2017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重庆紧跟广州、北京、深圳、上海之
后，排名全国第五、西部第一，显示出这
座新兴直辖市蓬勃的发展态势，也从另
一个侧面解释了重庆近年来经济高速
增长的动因。

据了解，发布这份报告的粤港澳大
湾区研究院，从全国选取了35个城市，
根据软环境（权重 25%）、市场环境（权
重20%）、商务成本环境（权重15%）、基

础设施环境（权重 15%）、生态环境（权
重15%），社会服务环境（占10%）等6大
类指标，来测算2017年各城市营商环
境指数。

重庆营商环境好，好在何处？哪
些方面稍有欠缺？单项指标能说明问
题。

分项来看，开办企业、执行合同、财
产登记、内外资投资增速、税负水平等5
个具体的小指标，共同构成营商软环境
指数。在这方面，重庆排名第14位。

生态环境方面，重庆在空气质量、
绿化覆盖率两个指标中表现较好，综合
排名第11位。

商务成本方面，重庆排名第9位。
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国家中
心城市”的定位，以及中新（重庆）战略
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落地等诸多利好，
让重庆地方经济具备了充分的发展活
力。

基础设施方面，重庆以202.2公里
的轨道交通长度、10.79亿吨的航空吞

吐量、2880.1部移动电话（均为2016年
底数据），排名第5位。

社会服务方面，重庆的医疗服务、
学生服务指数较高，但科技投入以及融
资指数方面排名较低，综合排名第10
位。

市场环境方面，得益于GDP增速
较快，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已逐渐摆脱对
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更加注重经济发
展的质量与内生动力等因素，重庆排名
第六。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报告出炉
重庆排名全国第五

关 注 世 界 糖 尿 病 日

11月12日，在重庆市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生就
业双选会（物流专场）现场，求职者正在找工作。

为扩大物流专业毕业生就业选择面，满足物流
单位用人需求，当日，重庆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和重
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联合在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举办物流专场双选会。来自市内外
的百余家物流企业及相关企业进场提供4000余个工
作岗位，来自我市36所高校的3000余名毕业生参加
了双选会。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我市举办高校毕业生物流双选会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颜安）“5万元
一次、两次、三次，成交！”11月13日，
长寿沙田柚擂台赛颁奖仪式在该区
邻封镇举行，现场进行了“柚王”的拍
卖活动，随着主持人手里的锤子落
下，4斤多的“柚子王”被一家爱心企
业以5万元价格买走，现场气氛达到
高潮。

长寿种植沙田柚已有130余年历
史。近年来，每年11月沙田柚成熟
时，该区都会举办擂台赛，提高长寿
沙田柚的知名度，帮助果农销售。今
年的擂台赛吸引了140户果农参赛，

经过可溶性固形物和口感测试，最终
评出了金银铜奖，并通过现场称重评
比产生果王。最终，该区邻封镇邻封
村十组村民郑琪英的2.185公斤重的
柚子赢得“柚王”称号。而拍卖所得
的5万元款项将全部注入邻封镇稻草
援助中心，用于救助该镇困难群众。

从现在到12月底是沙田柚的最
佳采摘期。目前，该区沙田柚种植面
积已达10万亩，种植农户达4万户。
今年，全区沙田柚总产量约6000万
个，预计产值将达5亿元，是该区果农
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长寿“柚王”卖出5万元天价

美丽源自精细，黄桷坪街道通过“三查四评五
管”，创新工作机制，营造工作亮点，有效提升了环卫
作业精细化管理水平，使辖区时刻保持清爽、沿途均
是美景。

黄桷坪街道建立了街道、社区、保洁公司多级覆
盖巡查机制，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巡查，确保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一查环卫作业效果，要求达到“五无五
净”目标。二查公司质量监管，要求保洁公司建立监
督巡查制度和巡查台账，每天对作业质量进行巡回检
查，并在保洁车辆上安装卫星定位系统，监控各类作
业机具的运行轨迹和保洁质量。三查主体责任落实，

街道建管办每周、各社区每天对辖区环境卫生情况进
行检查抽查，发现问题及时通过智慧城管软件拍照上
报，第一时间转交保洁公司处置。

为充分激发全社会参与环境卫生管理的积极性，
黄桷坪街道开展了四类评比，努力营造“美丽黄桷我的
家，环境卫生靠大家”的浓厚氛围。一是开展示范经营
户评比，与辖区1100余家经营门店签订“门前新三包”
责任书，悬挂“门前新三包”责任牌。此外，还开展卫生
单位评比、最美楼栋评比、最美城市美容师评比。

黄桷坪街道还通过严格的考核管理措施，强化
各级做好环境卫生工作的责任感。一是实行层次化

管理，建立“街道—社区—保洁公司”
三个责任层级，按照“街道督查、社区
普查、网格管理、责任到人”原则，落实

环境卫生层级管理监督机制。二是实行网格化管
理，以9个社区为基础，科学划分87个网格，全面提
升精细化管理水平。三是实行制度化管理，开展城
管工作日督查、周通报、月讲评、季奖惩、年总评活
动，对社区和保洁公司开展不少于2次的检查。四
是实行数字化管理，依托智慧城管APP及时曝光每
日发生涉及乱堆乱放、暴露垃圾、“牛皮癣”等城市管
理顽疾，按照一般问题2小时解决，难点问题24小
时解决的时限完成整改。五是实行志愿者管理，确
定每周五为志愿者服务日，不同形式组织开展义务
劳动，形成志愿服务新常态。 田甜

黄桷坪街道：实行“三查四评五管”提升城市环境卫生水平

“现在的渝州路真是太美了，不仅道路干净整洁，关键是人行道上也看不见乱停
的车辆和游摊，连商户的广告牌、大喇叭也被规范了，整个街面、楼体清爽怡人。”初
冬时节，行走在渝州路科园四路、奥体中心、渝州宾馆的许多市民几乎都发出了这样
的感叹。

近年来，渝州路街道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通过积极探索网格化、智慧化、常
态化管理新模式，实现了城市管理软、硬件建设“比翼双飞”，不断塑造出城市新面
貌，刷新着城市高颜值。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街道组织各社区、单位开展“洁净
家园志愿者”活动106次，消除卫生死角94处，清理垃圾717吨，清理牛皮癣9万余
平米。规范店招店牌、违章灯箱、海报、违章烟草广告2356处；拆除乱搭建面积达
6900余平方米；人行步道机动车违停劝离330台，拖离僵尸车53辆。

通过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绣花”功夫推进城市
“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渝州路人居环境得以不断优化，居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城市对外吸引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魏娜

渝州路街道：城市管理“精细化”塑造城市“高颜值”

重庆拓新控股集团拓新瑞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确认登记公告
我公司近期将进行股权转让变更，为了保障公司及债权人的权益，特此公告。请与我司有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确认登记，核对债权债务。若超过登记期限，
则视为放弃法律权利。

一、债权、债务范围：重庆拓新控股集团拓新瑞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9月25日以前
的债权、债务。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三、登记地点：重庆市荣昌区城乡
建设委员会开发办（荣昌区兴荣大厦17楼1709室）。四、登记凭据：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 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印件）。

联系人：田女士 张女士 联系电话：15683004368 13883296069
重庆拓新控股集团拓新瑞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