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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6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肿瘤防
治办公室获悉，2018-2019年度城市
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已正式启动，将对1
万人次的高危人群进行免费临床筛查。

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是国家重
大医改专项和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重庆在2012年首次启动城市癌症
早诊早治项目。

该项目通过对肺癌、肝癌、乳腺
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五大常见癌
症进行筛查和早诊早治，以达到提高
检出率和治疗率，降低发病率和死亡
率，减轻癌症经济负担的目的。

市肿瘤防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该项目的筛查对象为年龄
40-74岁（以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为
准）、城市户籍常住人口（在城市居住3
年以上）、未被确诊为癌症或严重身体
疾病者。

项目将进行5万人的危险因素问
卷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并对1万人
次的高危人群进行免费临床筛查。凡
符合上述条件且自愿参加的主城九区
的居民，需要前往渝北区、北碚区、沙
坪坝区、渝中区、九龙坡区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或项目办公室（重庆市肿瘤
医院二号楼二楼筛查室）填写问卷报

名参加。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项目将对

参与过2012-2013年度项目的居民
再次开放，即项目第一年（2012年10
月-2013年6月）间参与过项目的居
民可重新参与本项目，但2013年—
2017年参与过本项目的居民将不能
再次参加。

项目组将通过高危人群评估模型
及其后台软件对人群进行高危评估，
以确定癌症高危人群，确定为高危人
群者将在指定筛查医院进行免费的临
床筛查。指定医院包括市肿瘤医院、
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和中山院区）、

市九院等三级医院，上述医院将根据
《城市癌症早诊早治技术项目实施方
案》选派具有一定资质的诊断科和临
床科室的人员承担筛查任务。

对2012-2018年筛查后所有确
诊为癌症以及患癌风险较高的，项目
办公室将进行随访，随访中发现一年
内未进一步诊疗的患者，将为其提供
相应的免费临床筛查，再次进入城癌
项目筛查系统。

对2012-2018 年筛查后确诊为
癌症的，可由项目办统一组织申报“北
京希望马拉松公益基金救助”项目救
助。

重庆2018—2019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

1万人次高危人群可获免费临床筛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过去
5年，哪种癌症筛查人数最多？哪种癌
症上升快？6月20日，重庆市肿瘤防
治办公室公布了2012年10月-2017
年10月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的调
查数据。

5年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共
完成问卷调查207961人，主要来自沙
坪坝、南岸、渝中和九龙坡四区52个
街道，年龄为40-74岁的主城区户籍
人口。

项 目 评 估 出 癌 症 高 危 人 群
153053人次（一人可能存在评估出2
种及以上高危癌种的情况），其中，肺
癌高危人群41183人次，上消化道癌
39460人次，肝癌28060人次，大肠癌
26808人次，乳腺癌17542人次。

“这里的高危人群指的是通过问

卷调查评估出的有高危因素的人，并
不意味着得了癌症。”项目负责人邱惠
说，比如患癌家族史、吸烟等。

同时，整个项目完成临床检查
50340人次，其中肺癌筛查15278人
次、乳腺癌筛查8688人次、上消化道
癌筛查7980人次、大肠癌筛查4989
人次、肝癌筛查13405人次；共筛查出
519例疑似癌症，其中，疑似肺癌243
例、乳腺癌274例、肝癌2例；确诊120
例，包括肺癌38例、乳腺癌18例、食管
癌11例、胃癌27例、大肠癌25例、肝
癌1例，其中，早期癌99例，中晚期癌
21例；治疗103例，早诊率82.50%，治

疗率85.83%。
邱惠分析说，从上述数据可以看

出，癌症发病率在逐年上升，这也印证
了医院监测点的数据，癌症发病率由
2012 年的 244/10 万上升至 2017 年
的286.86/10万。她认为，除环境因素
外，患病人群的增多与不良生活方式
有关。

在此次筛查中，筛查出最多的是
肺癌。说到原因，邱惠认为，随着工业
的发展，大气污染越来越严重，工厂废
气、汽车尾气、二手烟、炒菜时的油烟
等，都会对人体肺部造成伤害。此外，
工作生活压力不断加剧，人体免疫能

力逐渐下降，不良生活习惯都是诱发
肺癌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重庆人喜辣
的饮食特点，大肠癌的筛出率也较
高。

对女性来说，除了乳腺癌外，还要
注意甲状腺癌。“近年来，甲状腺癌的
发病率明显上升，一跃成为发病率增
长最快的实体肿瘤。”重庆市医学会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李
红说，2014年，重庆甲状腺癌的发病
率为 5.19/10 万，2015 年则上升至
5.85/10万，其中，女性甲状腺癌增长
速度高于男性。

过去5年共进行肺癌筛查15278人次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想要
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的女性不用再往
香港跑了。6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市疾控中心获悉，我市已启动该疫
苗的招标采购工作，预计该疫苗将于
今年下半年进入我市。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在重庆发
病率居前10位的肿瘤中，宫颈癌发病
率为19.16/10万，居第七位。

“事实上，宫颈癌是可以早期预防
的疾病，”市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王冬
说，一级预防为接种宫颈癌预防性疫
苗，目前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能预防
70%的宫颈癌。

“价”代表了疫苗可预防的病毒种
类。二价疫苗适宜接种人群为9-25岁
女性，可覆盖高危型HPV16、HPV18，
四价疫苗适宜接种人群为20-45岁女

性，在二价疫苗的基础上，还能预防低危
型HPV6、HPV11，这是诱发尖锐湿疣
等生殖器疣疾病的病毒。九价宫颈癌疫
苗针对6型、11型、16型、18型、31型、
33型、45型、52型、58型HPV病毒。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HPV6、16、
11、18型亚型病毒外，HPV亚型病毒
还有数十种之多。无论是二价疫苗、
四价疫苗还是九价疫苗，都无法完全

针对所有的HPV亚型病毒。
据了解，虽然九价宫颈癌疫苗今年

下半年将登陆重庆，但该疫苗目前还属
于全球紧缺状态，所以货源不会太充足，
可能短期内还无法满足所有适龄女性需
求。因此，对于21岁以上的女性或有性
生活3年以上的女性，无论是否接种宫
颈癌疫苗，专家建议至少每两年做一次
宫颈细胞学或TCT检查的宫颈筛查。

九价宫颈癌疫苗将于下半年进入重庆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6月
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局获悉，到6月底前，我市所有
医师将完成电子化注册，方便医师办
理注册、变更、注销等事项。据悉，此
举也是我市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充分运用大数据思维，改进行政
审批机制、创新政府服务管理的重要
体现。

今年3月，我市启动了医师电子化
注册工作，通过一站式注册服务，改进
原有注册模式。

“以前医师如果要办理注册、变

更、注销等事项，必须持相关材料到卫
生计生办事大厅办理，”市卫生计生监
督执法局有关负责人说，电子化后，医
师在网上就能办理了。

据了解，医师电子化注册后，可以
在网上提交注册、变更、多机构备案等
业务申请，还能更新自己的学历等。

医师电子化注册完成后，通过大
数据分析，政府部门就能清楚地掌握
一个地区有多少医疗资源，并进行有
效配置，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届
时，市民也能查询医师具体信息，选择
自己想看的医生。

我市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
6月底前所有医师将完成电子化注册

本报讯 （记者 周尤）6月2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火车站获悉，为
更好地方便旅客在重庆火车北站北广
场与西站之间换乘，自7月1日起，铁
路部门将开行两站间的公交化列车，
每天共安排7对动车组列车，全程运行
23~26分钟，一等座票价25元、二等座
票价15元。

据了解，重庆西站于今年1月25日
投入使用，承担渝贵、兰渝、襄渝、遂渝
和成渝等铁路干线旅客列车的始发、
终到作业。今年7月1日调图后，日均
开行列车将达到76对。目前，旅客大
多选择乘坐公交汽车的方式往来于重
庆北站北广场和西站之间，需要花费

1~2小时，即便是“高铁快巴”，最快也
要40分钟左右。随着公交化列车的开
行，必将大大缩短旅客在两站间的换
乘时间。

“以前，旅客乘坐列车到达北广场
或西站后，需要先出站，然后再进站，
经过完整的验证、安检、检票等程序后
才能换乘该站其他车次。”重庆火车站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最大限度减少旅
客的换乘环节，在开行公交化列车的
同时，铁路部门提供了新的换乘模式，
即旅客到站后，可以直接在站内通过

“便捷换乘通道”进行换乘，既节省了
时间，也少了进出站的麻烦，出行体验
将更加美好。

火车北站和西站间将有公交化列车
每天7对 最高票价25元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6月20
日，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与重庆工
商大学艺术学院联合共建的艺术硕士
培养基地揭牌成立。

位于铜梁区的重庆艺术工程职业
学院是一所以艺术教育为特色的高职
院校，拥有艺术设计大类、建筑工程大
类、信息和影视传媒大类三大特色专
业群。近年来，该校学生多次在国内
外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得大奖。

此次重庆工商大学艺术学院与该
校联合共建的艺术硕士培养基地，将
由重庆工商大学负责艺术硕士研究生
的招生，组织课程教学、毕业答辩等，
并对成绩合格者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

证书；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负责甄
选一批艺术硕士研究生的事业导师，
建专家工作室，以及基地的实训基地
建设等。

“正是由于该校拥有一支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师队伍，以及成功的职业
教育模式，才能达成此次与重庆工商
大学艺术学院的合作。”重庆工商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殷俊表示，重庆艺术工
程职业学院是全市首个参与硕士研究
生培养的高职院校，这种方式让学术
型、专业型的研究生培养更接地气，与
利于提升艺术硕士的实践技能，是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打
通了职业教育向上发展的立交桥。

我市首个高职参与硕士研究生
培养的基地在铜梁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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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鱼鳞乡五宋村有两株树龄在1500年以上的国
家二级保护植物铁坚油杉。这两株古树近日被全国绿化
委员会和中国林学会评选为“全国最美古树”。近年来，
巫溪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并通过对
古树进行挂牌、专人检测古树健康状况、设置围栏、设置

宣传墙、安装避雷针等方式，加大古树保护力度。截至目
前，巫溪共有778棵古树进入古树保护名录，其中国家一
级古树名木37株，国家二级古树名木137株，国家三级古
树名木604株。

记者 谢智强 摄

巫溪开展“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古树保护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日，证
监会官网近日披露，重庆银行A股IPO
申请已获得证监会受理。该行拟在上交
所上市，发行不超过7.81亿股A股，占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数的19.98%。这
意味着，在H股上市已近5年的重庆银
行，不久后将回归A股，形成“A+H”双
融资平台。

重庆银行是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地
区成立最早的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13年11月6日，该行在香港证券交易
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第一家在港交
所上市的内地城商行。2016年4月，该行
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

构，打造境内外融资平台，实现全体股东
所持股份的流动性，拟申请登陆上交所。

2017年，该行净利润达37.64亿元，
同比增长7.5%。截至2017年年底，该
行总资产达4227.63亿元，发放贷款和
垫款净额为1721.62亿元，吸收存款总
额2387.05亿元。

根据证监会官网披露的重庆银行A
股IPO招股说明书申报稿，该行本次A
股IPO所募集资金，将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目前，重庆银行现有总股本约31.27
亿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户数共 3170
户，持有内资股约15.48亿股。此前，该

行2013年在H股上市后，由于内资股
为非境外上市流通股份，只能协议转
让。而今后，一旦重庆银行顺利在A股
上市，这3000多名内资股股东所持有的
15亿多股内资股，将成为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A股，在限售期满后可在A股市场
流通。

近年来，内地银行股在港股市场估
值相对偏低，交易量和流动性均不及A
股市场。在此背景下，不少在香港上市
的内地银行期望能在A股上市，获得

“A+H”双融资渠道。截至目前，A股
IPO排队银行数量已达19家，其中仅重
庆就有重庆银行和重庆农商行2家。

重庆银行布局“A+H”双融资平台
A股IPO申请已获证监会受理

盛夏季节，持续升温的不仅是天
气，还有一家敢拼敢想、努力逐梦的
年轻企业，这就是长期以多款热销车
型占据市场前列的广汽本田。在刚
刚过去的5月，广汽本田实现终端销
量51141辆。其中，炙手可热的第十
代雅阁发布至今一个多月，订单量已
超15000辆，实力诠释年轻魅力，成
为5月最受市场关注的车型之一；广
汽本田首款SUV缤智上市短短4年，
累计销量已突破50万辆，继续领跑小

型SUV市场。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为的态度万里挑一

这是颜值即正义的年代，新兴的
年轻消费阶层呈现出了全新的消费
观念，他们既有“喜欢就去追，看对眼
就 买 ”的 果 断 ，又 有“Love or
nothing”的判断，他们更愿意选择能
代表个人态度的一台车，也期待车能
显示出不同于过去的个性表现，这已
成为他们确认圈子的方式之一。正
如业界评价：“这是一款靠近便让人
变年轻的车”。第十代雅阁精准把握
未来汽车消费市场潮流，以大胆变革
的勇气，通过颠覆平庸的率性美感、
先进的智能互联科技与激发驾驶欲
望的轿跑级动力操控，带来年轻化品
牌力的全面革新，更加符合不断年轻
化的消费层的审美趣味。

自4月16日正式发布至今，第十
代雅阁订单量已突破15000辆，目前
新车已全面到店。5月19日起，广汽
本田全国各地品牌特约店已先后举
行了第十代雅阁首批车主交车仪
式。时逢网络情人节“520”，不少特
约店还将交车仪式打造成了既走心

又极具“好奇心”的求婚现场，各地准
车主们不仅喜提爱车，同时也“喜提”
未来的幸福。

玩转艺术自成一派
4年50万用户认可

作为广汽本田首款SUV车型，缤
智自2014年在国内市场推出便大受
消费者青睐，月均1万辆的销售表现
也证明缤智的受欢迎程度。5月，缤
智实现终端销量13102辆，同比增长
6.3%，继续领跑小型SUV市场。

缤智是Honda全球战略车型，其
充满科技感的整体产品实力是缤智
在华销量突破50万辆的基石。而广
汽本田洞悉SUV市场，用不断创新的
艺术营销贴近年轻受众也是关键因
素。致力于将先锋艺术带进公众生
活的缤智，用一场场极具颠覆和想象
的营销活动，塑造出最具先锋气质的
整体形象，不仅引领汽车先锋潮流，
更在业内赢得“最潮SUV”的口碑，成
为年轻人的时尚新宠。

在第十代雅阁订单如潮和缤智4

年销量50万辆的良好势头带动下，广
汽本田其余几款车型均取得不错的
销量。作为广汽本田布局MPV市场
的明星车型，奥德赛已于2月实现累
计销量突破50万辆，5月更达成终端
销量3790辆，同比大增41.9%，成为
MPV市场的最亮眼车型之一。此
外，豪华大五座SUV冠道5月实现终
端销量7313辆，同比增长16.3%；“平
民超跑GK5”飞度5月终端销售8377
辆；“梦想中级车”凌派和“MODE型
格之选”锋范凭借高价值感产品力，5
月终端销量分别达成9128辆和3938
辆。

激情盛夏，已然开启。6月6日至
12日，2018（第二十届）重庆国际汽车
工业展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广
汽本田携全系车型，包括今年新推出
的多款重磅车型，如第十代雅阁、新飞
度、已在北京车展首度亮相的理念
EV Concept等，向重庆消费者近距
离展示了其独具未来感和力量感的

“SHINING耀目光芒”魅力。

释放年轻活力 广汽本田销量持续上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