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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今年上半年，重庆各行业对人才
的需求情况如何？哪些行业更受求职者青睐？7月27日，汇
博网发布了《2018上半年重庆人才供需情况报告》。

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我市用人单位
招聘总需求上升明显，企业发布岗位数同比增长近3成。

从行业来看，招聘需求量最大的是电子半导体、房产经
纪、电子商务、计算机硬件、汽摩零配件、网络设备、教育培
训、食品、机械机电、装修装饰等十大行业，累计发布岗位近
100万个，其中电子半导体、房产经纪、电子商务三大行业发
布的职位数分别超过了10万个，成为吸纳人才的主力行业。

从行业需求来看，半导体、集成电路、电子商务、计算机
硬件等行业增长量最大，这些行业同比增长达到33.9%。

不过，也有少数行业供岗量有所下降，主要集中在餐饮、
教育培训、进出口、物业商业中心、装修装饰等行业，其中餐
饮行业下降最多，同比减少了32742个岗位。

从岗位来看，销售代表、销售经理、房产经纪人、客服专
员、质量检验员、客户经理等岗位发布量增长最为明显，其中
客服专员和房产经纪人岗位增长量遥遥领先，尤其是客服专
员，岗位发布量是去年的2.7倍。

从简历投递情况来看，求职者投递最多的行业是电子商
务，然后是建筑工程、汽摩零配件和教育培训等，与去年同期
没有变化。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四大行业一直以来都受到重
庆求职者的青睐。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收到简历投递最多的岗位是会
计岗位，累计收到超30万份简历，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文
员岗位。而竞争最大的则是出纳岗位，平均一个岗位有57个
求职者在竞争，会计岗位则以38：1的竞争比排在第二位。
竞争比排在第三、四、五位的分别是平面设计师、网页设计和
行政专员岗位。

汇博网发布《2018上半年重庆
人才供需情况报告》

电商行业最受求职者追捧

提到高血压，人们都不会陌生。随着重
庆连日高温，专家也发出提醒，患有高血压
等慢性病的病人，中暑几率高于常人，所以
应当多注意补水。

然而，高血压不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
病，还是影响全人类健康的第一大疾病。它
可引发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并发症，进
而致死、致残。

在我国，高血压防治形势严峻。2017
年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整体上，我国18岁及
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23.0%，患病人数
达2.435亿。

针对高血压，在重庆，早有一支科研团
队在行动——

17年来，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心血管
内科团队坚持对高血压及并发症诊疗新技
术研发和临床应用持续攻关，取得了系列国
际先进的研究成果，获得2017年重庆科学
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陆军军医大学
大坪医院。该团队负责人、陆军军医大学大
坪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曾春雨讲述了他们
17年来的创新经历。

找到高血压机制“元凶”，研发
相应药物

“高血压的症状看似简单，但其发病机
制却一直不明确。”

多年的临床实践，让曾春雨听到了众多
病人的苦衷：不清楚高血压发病的机制，只
好同时使用多种药物；药用多了，降压效果
又受到影响。不止一个病人问过曾春雨：医
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办法就是破解高血压发病机制，找到那
个触发高血压的“元凶”。

2015年，曾春雨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
成果：一个名为GRK4的基因是高血压状态
下众多G蛋白偶联受体功能异常的原因。
他们经动物实验敲低GRK4表达后，受试动
物血压下降。

也就是说，GRK4是高血压发病机制的
“元凶”之一，同时也是降压药开发的新靶
点。经过进一步研究，曾春雨团队针对
GRK4开发出抑制剂鸢尾素，并发现它有明
显的降血压作用，具有成药前景。

该研究问世后，迅速引起国际范围内的
关注。2015年，美国CBS电视台对其进行

了专题报道。同年，高血压国际专业期刊
JASH杂志评价GRK4的研究工作为“年度
最具转化前景工作”。

“使用鸢尾素，可以针对多个高血压发
病靶点进行抑制，达到一举多得的效果。”曾
春雨介绍，目前，该项研究已经获得国内和
美国专利，正在针对市场转化进行下一步优
化。

实现冠心病早诊早治，揭示
运动促使身体健康的原因

不过，曾春雨团队多年来并没有仅仅停
留在理论研究领域。他们将理论研究与临
床医疗相结合，致力于为病人解决病症，减
轻病痛。在2010年前后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

冠心病是高血压的并发症之一，十分危
险。但往往要等到病人感觉不适，主动到医
院以CTA等方式筛查后才能发现。如果能
尽早发现冠心病症状，就能为病人的治疗、
康复赢得更多时间。

为了改变冠心病诊断时机滞后的局面，
曾春雨团队在研究中针对冠心病早诊早治，
发现长链非编码RNA（核糖核酸），Coro-
Marker为冠心病早期标志物。如此一来，
冠心病的早期发现就有了明确的指标，病人
能够更早获得治疗。

这项研究同样为国际所瞩目。2017
年，伦敦大学两位教授在国际心血管领域权

威期刊Circulation Research 上撰文，用
大篇幅介绍了曾春雨团队的CoroMarker
研究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

此外，为减少病人痛苦，曾春雨团队通
过桡动脉穿刺方式，为患者完成一根造影管
多部位造影，适用率达95.2%－96.1%，每年
平均可为3000例患者减轻穿刺痛苦。

而在高血压危重症和并发症治疗技术
领域，曾春雨团队同样有重大发现。他们在
国际上首次发现，一种名为MG53的肌肉因
子可以作为细胞的“创可贴”，自发修复细胞
膜裂口，从而治疗心肌梗死等导致的器官损
伤等心肺缺血再灌注损伤。

并且，MG53是人类肌肉运动中自发产
生的。人们常说“运动促进健康”，MG53的
研究正好从一方面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成因。

“多运动、注意饮食、科学用药，高血压
是能控制住的。”

曾春雨感慨，多年研究中，团队形成了
共识：控制高血压其实并不复杂，最重要的
是要知晓自己的健康状况，遵守医嘱；切勿
迷信“偏方”“神药”。

从仅有1名助手开始，培育出
50多人的国际先进科研团队

如今，曾春雨团队已有50多人，分为4
组，针对高血压、心脏保护等领域分别进行
研究。

鲜为人知的是，17年前，当曾春雨结束

留美学习，回到陆军军医大学时，他的团队
只有两个人——他自己和一名护士助手。

“当时条件不如现在，最开始就像‘打游
击’，后面越来越好。”曾春雨回忆，2004年，
大坪医院建立了实验室；2010年，实验室迎
来一次人才扩张。如今，当年担任他助手的
护士，也已成为实验室主管。

在曾春雨看来，回国进行心血管内科领
域的研究具有很大优势。近年来，我国对科
技研发投入日趋增加，重视创新思维培养。
曾春雨也因此有底气继续探索新的领域，并
鼓励更多学生进行风险研究，拓宽研究边
界。

这一举措成效显著。至今，曾春雨团队
已经培养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各1名，培养博士8名、硕
士18名。

而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让曾春雨团
队收获颇丰。该团队的高血压及并发症诊
疗新技术研发和临床应用系列成果在《自
然·通讯》等杂志共发表论文81篇（SCI论文
33篇），30余次在美国高血压年会等国际会
议发言，研究步伐走在国际前列。

此外，该团队还先后获教育部“代谢性
心血管病教育部创新团队”、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代谢性高血压创新团队”称号。心
血管内科科室和实验室分别获批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重庆市高血压研究重点实验
室、重庆市心血管病临床研究中心，对我国
心血管病的防治起到了推动作用。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心血管内科——

找到高血压机制的“元凶”
本报记者 申晓佳

创 新 创 业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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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春雨，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
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现任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心
血管内科主任、重庆市心血管病研究所
所长、重庆市高血压研究重点实验室主
任等。长期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工
作，擅长冠心病的介入治疗。在科研方
面主要围绕高血压病与心肌再生的基础
和临床进行了系列深入研究。

◀近日，在大坪医院心血管内科实验室，曾
春雨教授正在进行实验操作。

记者 张锦辉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郑明鸿）7月26日，江
北区在南桥寺永辉广场举行消防知识进万家活动暨永辉超
市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仪式。

在活动现场，江北区设置了多块展板，通过夏季消防安
全提示、重特大火灾案例等强化市民消防安全意识。现场还
设置了消防器材装备展示区，让市民现场体验消防的科技化
成果，了解消防官兵日常救援工作。

此外，现场还设置了有奖互动环节，通过火灾隐患大家
来找茬、消防知识有奖抢答等活动，宣传人员向在场市民派
发了消防围裙、圆珠笔、便签本等礼品。此次活动还制作了1
万个消防创意购物袋，利用群众购物时进行发放。

借此次活动契机，江北消防支队联合10家永辉超市在超
市服务台试点设置消防便民咨询点。

据介绍，江北区通过在咨询点展架摆放各类实用消防宣传
资料、定期在超市促销单上印制消防安全提示，以及微信公众号
发动各支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每月定期开展集中宣传咨询等方
式，进一步提升消防宣传深度，将消防安全知识送到千家万户。

目前，江北区在辖区范围内成立了玉带山小学教职工消
防志愿者服务队、商圈消防志愿者联盟、“百姓互助”社区消
防志愿者服务队等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人数达6000余人。

江北区举行
消防知识进万家活动

聚焦群众关切
“四大行动”找回安全感

“食品安全时刻牵动百姓的心，自
从一些地方屡屡曝出食品安全事件之
后，食品安全成为全民关注的共同话
题。因此在食安创建中，如何让老百
姓找回安全感是第一步。”食药监忠县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此，该县食药监管部门在今年
初以来，以“四个最严”要求不断强化
监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持续开展了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大督查
行动，努力解决白酒小作坊、食品保健
食品欺诈与虚假宣传等重点领域和重
点环节突出问题。

今年上半年，该县以“无证”从事白
酒生产经营，非粮食酒冒充粮食酿造酒
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内容，对全县114
家白酒作坊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集中
整治行动，共计取缔无证白酒小作坊
25家，责令整改49家，转行12家。尤
其是对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

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行政立案2
件，处罚没款2.3万元。罚没款2.3万
元，销毁非法生产白酒300余公斤；在
开展“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广告”
专项整治中，该县食药监管部门会同公
安、工商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8次，检
查食品经营单位37家，保健食品专营
店139家，社区培训室15家，发放宣传
资料3500份，检查发现问题企业10
家，约谈企业28家，责令整改7家……

“通过上述各类专项整治行动，以
点带面，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
体责任和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得到极
大提高，安全感也油然而生。”上述负
责人表示。

阳光照进企业
“消费透明”看见幸福感

解决了重点突出问题，如何将食
品安全延伸到餐桌这道最终关卡？忠
县的答案是：让“阳光”照进厨房，让

“透明消费”得到保障。

走进忠县餐饮店铺，不难发现，全
县不少餐馆里都安装了一块电子显示
屏，这正是该县正大力实施的“明厨亮
灶”工程，顾客可以通过显示屏实时查
看餐馆后厨现场加工过程。正在吃早
饭的陈大妈说，现在在小餐馆吃饭一
点也不用担心质量安全问题，加工现
场都安装了摄像头，加工过程又在饭
桌前直播，消费者可以一目了然。据
了解，今年以来，该县已在去年完成学

校和幼儿园食堂“明厨亮灶”全覆盖的
基础上，新增养老机构和社会餐饮提
供者透明厨房570家。

“明厨亮灶”彻底改变了餐饮单
位后厨“闲人免进”模式，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更是开启“消费透明”蜕变的
金钥匙。让全县各个学校和餐饮店
等单位后厨全透明化后，今年以来示
范超市创建成为重要内容，也是保卫
舌尖安全消费透明“最后一厘米”的
关键所在。

通过建立快检室，建立健全研判例
会、反馈机制，落实食品安全索证索票
和进货查验制度等工作，如今在忠县一
批质量可靠、风险可控、票据可查、源头
可溯、责任可追的示范超市正在形成。
截至目前，打造的3家“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已有1家通过县级验收。

覆盖监管全程
“快检抽检”给予获得感

“没想到，这么专业的食品安全检

测竟然来到了我家门口。”近日，家住忠
县忠州大道红星路23号的居民李群兴
奋不已。适逢夏日高温，食品安全隐患
易发。忠县食药监管部门把食品安全
检测摆到胡燃商行门口，免费为百姓购
买的蔬菜、熟食进行现场检测。检测不
仅让超市经营者对自家的商品有了底，
也给来买菜的广大百姓吃了“定心丸”。

以抽样检查手段实现对食品生产、
经营者责任压实，让百姓消费有获得
感。上述案例只是今年以来该县不断
覆盖全程监管的一个缩影。如今在这
里，去超市买菜，看看实时抽检结果，就
能对当日菜品“安全指数”一目了然；去
饭店吃饭，看着墙上的“食品安全等
级”，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农贸市场，
如果你对买的蔬菜水果不放心，可以当
场做快速检测正在成为常态。

“对食药监管来说，以快检抽查为
保障，不但食药监管有了‘腿’，还有了

‘武器’。”食药监忠县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该县基层食药监所全部配
备电脑、执法终端等工具，快速检测

箱、农残速测仪等设备一应俱全；并且
稳步推进农贸市场和超市快检室建
设，在大型超市建成快检室5个，目前
每个快检室日均快检样品10组。为
全面完成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份/千人抽检任务，该县已委托有资
质的检验机构开展补充抽检，盯紧农
贸市场、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覆盖所
有食品大类着力消除风险隐患，稳步
提升群众的食品安全获得感。

筑牢社会共治
“同频共振”保证参与感

食品安全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于
百姓对食品药品安全相关知识的不了
解、不熟悉，轻信网络、微信朋友圈的
谣言而引发。只有加大科普宣传，普
及科普知识，提高群众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识假辨假能力，才能更好减少食
品药品安全谣言滋生的土壤，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食药安全社会共治中来。

“增强共治观念，提高全民的参与
感和责任感是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关
键。”在食药监忠县分局相关负责人看
来，每个人都是食品安全的参与者。

为此，该县正不断坚持宣传推介，
让宣传教育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
农村、进家庭，遍布道路企业，引导社会
共治共享格局形成：通过与县教委联合
开展食品安全“小手拉大手”活动，开展
食品安全“进课堂”23次，发放了《致家
长的一封信》1.5万封；在春节等重要节
日期间，借助外出人员返乡的机会，在
全县范围内张贴海报5万份、悬挂横幅
1000余条、集中发送消费提示短信20
余万条次、投放各类宣传资料10万份、
公众号推送信息240余条……

该县正以‘铺天盖地’的宣传，着
力消除食品安全谣言影响、提升群众
食品安全知晓率和满意度，群众参与
感不断增强。

李耀辉 龙搏
图片由忠县食药监分局提供

找准“四感”结合点 构建“三全”食安防线忠县
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柴米油盐，关乎大局。吃，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关

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指数。忠县自2016年全面启动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工作来，县委、县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始终把食品安全问题摆在重要位置，以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加快打造“全过程、全天候、全方位”食安防线，确保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已取得良好成效，人民满意度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市创建办委托，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2017年、2018年先后开展的两

次民意调查显示：该县百姓对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分别达到84.60%、85.89%，创建

活动支持率分别达到99.05%、100%，创建活动参与率71.90%、78.57%，食品安全工

作满意率95.24%、92.75%.....食安创建各项指标稳中有增，均名列全市前茅。

执法人员到养老院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科普常识

食品安全宣传进校园 执法人员检查配制酒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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