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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珩

重庆人均期望寿命有多少？手足口病
发病多不多？重庆人红肉摄入有多少？
12月9日，市卫生健康委发布了《重庆市
2018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10个成人就有3人
超重，视力正常的学生不足一半。

人均期望寿命为77.64岁

《报告》显示，2018年重庆市常住总人
口数为3101.79万人。其中，65岁以上老
年人占总人口的14.59%。

“我市已处于一个典型的老年型人口
结构，预计到2026年前后，人口老化指数
将大幅度攀升。”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就居民总体健康状况来看，2018年
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64岁，较2010
年增长1.94岁。

从出生人口看，2018年重庆市户籍人
口出生30.33万人，同比减少3.38万人，出
生率8.87‰，比2017年下降1.04个千分
点。户籍出生人口中一孩出生占比
48.34%，同比下降0.31个百分点；二孩占
比44.51%，同比下降0.37个百分点。

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全面二孩政策实
施后，二孩出生数在2016年得到明显增
加，2017年以来增速有所放缓。专家分析，
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
压力大，是很多家庭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
题，因此，他们在生育问题上也更谨慎。

恶性肿瘤发病率农村高于城市

重庆人容易生什么病？《报告》显示，
2018 年重庆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
228777 例，其中男性 133806 例，女性
94971例。报告发病居前十位的传染病依
次为：手足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肺结
核、梅毒、乙肝、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感
冒、痢疾、丙肝和艾滋病。

再来看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2018年
重庆市脑卒中报告发病率297.54/10万，
心肌梗死报告发病率57.28/10万。“上述
两种疾病起病急，具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的特点。”该负责人说，男性发病皆高于女
性，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

肿瘤情况如何？《报告》显示，2018年
重庆市报告肿瘤新发病例77835例，报告
发病率292.02/10万，其中，男性发病率
344.06/10万，女性239.23/10万。肿瘤发
病前10位依次是：肺癌、肝癌、结直肠肛门
癌、食管癌、乳腺癌、胃癌、宫颈癌、甲状腺
癌、淋巴瘤、前列腺癌。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城市地区累计
恶 性 肿 瘤 报 告 24262 例 ，农 村 地 区
53573 例。从数据上分析，城市地区从
2016年起开始呈略微下降趋势，到2018
年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应引起重视。

10个成人就有3人超重

每天都爬坡上坎的重庆人苗条吗？《报
告》显示，2018年重庆市18岁及以上人群
超重检出率 35.2%，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35.1%与35.5%。这意味着每10个重庆人
中就有3人超重。其中，40-59岁人群最
高，在40%以上。成人肥胖率为13.5%，男
性和女性分别为 14.9%与 12.9%。其中
30-39岁年龄组和50-59岁年龄组肥胖
率较高，分别为17.8%和16.2%。

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的计算公式为：BMI=体重(kg)/身高(m)2。
按照《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
南》标准：BMI<18.5 为低体重；18.5≤
BMI<24.0为体重正常；24.0≤BMI<28为
超重；BMI≥28为肥胖。

中重度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会让发
生冠心病、高胆固醇的风险提高。而医学
界把与肥胖相关的冠心病、高血压、高脂血
症、糖尿病和脑血管意外称为“死亡五重
奏”。此外，肥胖也会带来患癌风险。

红肉、盐油摄入过量

你的生活方式健康吗？
据统计，重庆市15岁及以上的人群

中，现在吸烟率为 24.8%，其中，男性
47.1%，女性1.7%；城市成人现在吸烟率为
23.9%，农村为25.5%。

15岁及以上成人中非吸烟者一周中
暴露于二手烟的比例为71.2%。在家中
33.3%的成人暴露于二手烟，室内工作场
所45.4%的成人暴露于二手烟，室内公共
场所56.1%的成人暴露于二手烟。

2018年，重庆市18岁及以上居民饮
酒 率 32.3% ，其 中 男 性 53.9% ，女 性
17.9%。与2017年相比，饮酒率下降，但
是女性饮酒率上升。饮酒率最高的是40-
49岁年龄组，达35.3%。

在饮食上，18岁及以上居民平均每人
每天红肉摄入107.9克，红肉摄入过多比
例为27.7%；每人每天摄入蔬菜水果523
克，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率60.4%；每日盐摄
入9.1克，盐摄入超标率达53.8%；每日食
用油摄入56.4克，摄入超标率高达76.0%。

视力正常的学生不足一半

《报告》还对6-18岁中小学生的健康
情况进行了关注。调查显示，6-18岁中小
学生中，轻度、中度与重度视力不良的比例
分别为15.90%、9.74%与29.55%，6-18岁
男女学生视力正常的仅占45.08%。女生
视力不良检出率高于男生，随着年龄增长，
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明显升高。

在营养方面，6-18岁中小学生超重与
肥胖的比例分别为12.34%和7.23%，男生
超重、肥胖的比例高于女生。

专家认为，家长对儿童饮食习惯缺乏
正确引导是导致儿童肥胖的原因之一。比
如经常给孩子买甜饮料，孩子肯定不爱喝
白开水；总让孩子吃肉，孩子今后就不愿意
吃蔬菜。祖辈对宝宝的爱往往表现为让他

“吃”，生怕孩子吃得不够，追着孩子喂饭、
赞扬孩子的大吃特吃等。

此外，交通的便利使儿童运动机会大
大减少，电脑电视普及让孩子久坐，这些因
素都会促使孩子养成过量进食和体力活动
少的生活方式，进而导致儿童肥胖。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只需一个二维
码，就可以完成挂号、候诊、报告查询、取药、
付费等全过程医疗服务，看病可随时查询既
往病史、检查资料等。12月9日，记者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电子健康卡自2019年在重庆
发行以来，截至目前，已经发行300万张，基
本覆盖全市全部贫困人口。

电子健康卡是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规
划设计的医疗健康服务卡，以二维码形式呈
现，每个人有专属二维码，标识个人身份，关
联居民的身份信息、个人信息、卫生服务信
息，集各类医疗卫生卡证于一身，全市医疗卫
生机构一卡（码）通用、全国通用。

“重庆正在推进电子健康卡。”市卫生健康
委有关负责人说，截至12月6日，全市1012
家公立医疗机构已经初步完成电子健康卡全
流程就医改造，占全市公立医院总数的86%。

通过电子健康卡，将逐步归集个人健康
信息，实现个人健康数据全集成和个人医疗
健康数据的全周期、全流程查询服务。这就
意味着一个人从出生到离世的医疗健康信
息，都将记录在电子健康卡上。

打开电子健康卡，记者看到，不仅有既往
的就诊记录，还能查到高血压、糖尿病随访记
录等信息。除本人信息外，家人信息也关联
起来了，可以查询父母、子女的出生证明、接
种记录、就诊记录等。

对医生来说，在经过病人授权后，能查询
既往就诊记录，就能更准确地掌握病情，避免
重复检查等,让诊断用药更加精准。

据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透露，按照计
划，2019年底，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将完成
电子健康卡用卡环境改造，这就意味着所有就
诊记录都“活”了起来。

全
市
已
发
卡
三
百
万
张
，可
随
时
查
看
健
康
档
案

电
子
健
康
卡
，
你
领
了
吗

本报讯 （记者 李珩）作为重庆人，
该享有哪些医疗服务？12月9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发布的《重庆市
2018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了解到，截至2018年底，重庆市
城乡医保参保3265万人，参保率继续稳
定在95%以上。

《报告》显示，2018年，重庆市医疗卫

生机构总诊疗人次数为 15982.77 万人
次。其中，共有编制床位数190562张、执
业（助理）医师数 76278 人、注册护士
95113人。

与此同时，全市医疗待遇保障水平稳
步提高。重庆市职工医保在职人员在一、
二、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政策报销比例分别
为90%、87%和85%，退休人员为95%；居

民医保一档参保人员在一、二、三级医疗
机构住院政策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
60%和40%，二档在此基础上再增加5个
百分点。年最高支付限额（含大额医疗）
职工医保达到54.7万元；居民医保一、二
档分别为8万元和12万元。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2018
年，人均补助经费达55元，市民可享受

14大类55小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其
中，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84.3%，健
康档案使用率49.73%；适龄儿童国家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9%以上；0~6
岁儿童健康管理率91.21%；老年人健康
管理率 67%；高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
66.21% ；糖 尿 病 患 者 规 范 管 理 率
65.95%；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较上年度提高
2.72个百分点，达到17.6%。

此外，2018年，重庆市参保人在市外
就医直接结算4.52万人次，市外参保人到
重庆市就医直接结算4.23万人次。

3265万人参保 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重庆 10 个成人就有 3 人体重超标
《重庆市2018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出炉，油盐摄入超标50%以上等指标提醒市民注意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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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常住总人口3101.79万人
●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4.59%
●2018年重庆市人均期望寿命为77.64岁，

较2010年增长1.94岁

▶人均期望寿命为77.64岁

▶手足口病居传染病发病首位

▶重庆人该注意体重了

▶盐油摄入超标多

1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现在吸烟率为 24.8%，其中，男性

47.1%，女性1.7%
18岁及以上居民每人每天平均盐摄入超标率达53.8%；食用

油摄入超标率高达76.0%

▶视力正常的学生不足一半

2018年重庆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

228777例。居前十位的传染病依次为：手足

口病、其他感染性腹泻病、肺结核、梅毒、乙肝、流行性腮腺炎、流行
性感冒、痢疾、丙肝和艾滋病

18岁及以上人群超重检出率 35.2%，男性和女性分别为

35.1%与35.5%。这意味着每10个重庆人中就有3人超重

6-18岁中小学生中，轻度、中度与重度视力不良的比例分别为

15.90%、9.74%与29.55%，男女学生视力正常的仅占45.08%

为何需要申领电子健康卡

有了医保卡、就诊卡，为什么还要办电子健康卡？
医保卡和电子健康卡功能互补，并不冲突。医保卡是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专用卡，是医疗保险的结算和支付凭证，提供的是医疗
保险的保障。电子健康卡提供的是病人完整的电子病历，甚至包
括既往病史、预防接种、高血压糖尿病随访记录等信息。

电子健康卡整合了各类就诊卡的功能，带一部手机可实现跨
机构、跨区域就医一卡通，不必再随身携带多张就诊卡。

电子健康卡有哪些功能

全面推电子健康卡应用建设，落实实名制就医，助力解决“挂
号难”问题；推动电子健康卡在挂号、就诊、缴费、检查检验、取药等
诊疗环节的融合应用，真正实现“一码通用、扫码就医”。

申领电子健康卡后，市民能随时查阅健康档案——
就诊记录。查看自己在重庆市域内公立医疗机构的就诊信

息，就诊史一目了然，医生迅速把握你的健康状况。要买保险了，
马上就能查到是否有需要“如实告知”的疾病史。

预防接种信息。能查到包括疫苗的接种单位、接种日期、疫苗
名称、批号、生产企业等信息，孩子老人接种疫苗更安心。

出生医学证明。查询出生日期、出生体重、身长、监护人信息
等相关信息。

高血压糖尿病随访记录等信息。方便居民和家庭医生追踪血
压血糖等健康指标，动态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如何申领电子健康卡

线下申领方式：凭本人身份证在各医院的挂号收费窗口、自助
服务设备、公共卫生科申领电子健康卡。

线上申领方式：
（1）可以通过关注“12320 健康信息服务”微信公众号，点击

“健康服务”-“健康卡”，申领个人电子健康卡。
（2）可以下载“重庆12320健康云”App，点击“健康卡”功能，申

领电子健康卡。
输入手机号（支持实名注册手机号码）→获取验证码→输入验

证码→登录成功。登录成功后，填写真实信息，进行实名认证，即
可正常使用相关服务功能。

新闻链接>>>

增强增强““三个能力三个能力”” 服务服务““三个作用三个作用””

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

构建开放普惠型住房租赁新生态 服务百姓安居梦
“每次重新出租房子对我来说都

是一次‘历练’。”在重庆江北区某小区
业主李女士看来，成为房东可没有想
象中那么轻松：租房信息一旦挂出去，
每天都会接到很多个中介电话，有时
还必须请假或利用周末带租客看房，
为房租讨价还价，徒增许多烦恼。不
久前，李女士正式成为建行重庆市分
行存房业务的签约者，实实在在地感
受到建行住房租赁战略带来的“红
利”。“因为是建行，所以很放心！以后
再也不用为出租房子而烦恼，租金还
能提前到手，真是太让人省心了！”李
女士高兴地说。

要租房，到建行。建行重庆市分
行落实总行党委战略部署，将企业和
居民不动产财富管理暨存房业务作为
服务政府、企业和民生痛点的重要抓

手，以建行系子公司建融住房服务（重
庆）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发挥建行集
团的信用、资金、渠道和客户优势，引
导零散房源租期“由短变长”，稳定租
赁关系，平抑租金价格，为盘活社会闲
散存量住房资源提供有效路径，充分
体现了建设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大行担当。

积极助力政府盘活闲置资产

建行重庆市分行与G端深度互联
合作，积极助力政府盘活闲置资产。
如目前正在改造的A项目修建于上
世纪90年代末，改造前配套设施不完
善，基础条件差，政府管理难度大且难
以处置，每年将产生大笔维修及保养
费用，无法保证国资物业的保值增

值。建行重庆市分行提出“住房租
赁+老旧小区改造”相结合的方式，由
建融住房服务（重庆）公司承租该物
业，进行内外部装修改造，加装电梯后
运营出租，既解决了政府老旧国资物
业管理难的痛点，又对城市人居环境
提升作出贡献。目前，建融住房服务
公司已装修及签约项目3个、518套，
正在开展8个项目的尽职调查和方案
设计，储备房源近3000套，基本形成
中低端、中端产品为主，人才公寓、产
业配套公寓、劳动者服务公寓并行的
产品结构。

积极助力住房租赁市场规范

重庆市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较为滞
后，个人房源占比超过95%，市场化租
赁企业不规范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
在。

建融住房服务（重庆）公司结合重
庆实际，积极推进分散式存房，平衡好

业主、运营机构、租客多方利益。总的
来说，具有三大特点，一是一次性制支
付1-3年租金给房东，确保不会出现
资金错配等乱象；二是所租房源全部
用于长租，杜绝酒店、民宿等用途；三
是全程规范缴税，并对首次续租和换
租租户均降低2%的租金，带头规范市
场、平抑租金价格。

10月17日，重庆市2019年秋季
房交会隆重开幕，首次开设长租公寓
专区，建融住房服务（重庆）公司作为
五家租赁企业之一精彩亮相，接待人
数和登记数量均为展区最多。

截至目前，建融住房服务（重庆）
公司已存入房源300余套，未来，市民
还可在建行网点办理存房信息代理登
记，建融住房服务（重庆）公司将委托
专业运营公司上门实勘并出具存房方
案，与业主达成一致后即可签订存房
协议并支付款项。

渝轩
图片由建行重庆市分行提供

建行住房租赁服务市民美好生活

小贴士：如何办理存房业务？
第1步：提出申请
业主提交申请，准备材料（身份

证、房产证等）。
第2步：上门勘察
建融住房服务公司初审，上门勘

察房源。
第3步：出具方案
建融住房服务公司反馈价格并出

具承租方案。

第4步：签订合同
业主与建融住房服务公司签订合

同，由建融住房服务公司委托专业运
营公司运营。

第5步：房屋验收
建融住房服务公司与业主办理交

房手续。
第6步：领取收益。建融住房服

务公司向业主支付存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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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位恶性肿瘤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重庆市2018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肿瘤新发病例

77835例，报告

发病率292.02/
10万，其中，男性

发病率344.06/
10 万 ，女 性

239.23/1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