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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黄疸该如何退黄？

重庆市九龙坡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公告
(2020年第8号)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等10个事业单位核准设立登记现予公告。

1.“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退役军
人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朱祖敏 开办资金：12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服务退役军人，提升保障

水平。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关系接转、再就业培
训工作；落实辖区退役军人及优抚对象的优抚、
褒扬及信息采集整理工作；做好退役军人帮扶和
党组织工作；指导村（社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站
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建设村46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4966X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人民政府
2.“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社区事务服

务中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社区

事务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郑婷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组织开展社区志愿者服务

工作，做好社区残疾人、空巢老人、孤儿、流动儿
童等群体的服务工作，逐步规范社区福利行业服
务行为；加强社区捐助站点建设管理，推进社区
救助、慈善和福利工作，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加强
社区服务队伍建设，承办辖区内社区服务从业人
员和社区志愿者的日常管理和培训工作；开展社
区服务需求调查，开发利用社区资源，鼓励兴办
社区福利服务项目；为辖区新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中介组织和企业提供服务；指导社区市民学
校开展活动。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天宝路1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4974Q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杨家坪

街道办事处
3.“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邹旭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退役军

人接收安置、关系接转工作；组织退役军人参加
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落
实辖区退役军人和各类优抚对象优待、抚恤政策
待遇；开展拥军优属和烈士褒扬工作；开展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数据采集、资料管理、
汇总分析等工作；做好退役军人来信来访、接待

办理、心理疏导、权益咨询、政策解答、法律服务
以及涉及退役军人舆情的收集、引导等工作；负
责辖区退役军人党员及时纳入党组织管理，并组
织参加党组织活动；指导社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
站工作；开展退役军人走访慰问、帮扶解困、化解
矛盾和思想政治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天宝路1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4982K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杨家坪

街道办事处
4.“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
法定代表人：罗颖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集中行使依法授权或

委托的农林水利、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卫生健
康、文化旅游、民政管理等领域的行政执法权；建
立健全与城市管理、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市场监
管等由区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执法机构联合
执法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执行行政
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制度，规范执
法程序和执法行为；承担辖区各类执法机构和执
法队伍的综合协调、联动保障工作；健全执法信
息共享，执法联席会议、案件移送管辖、案件首接
负责等制度。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天宝路1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4990E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杨家坪

街道办事处
5.“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社会管理信

息服务中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社会

管理信息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胡晓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集中管理维护综治、信访、

维稳、生态环境、城市管理、“两违”整治、应急管
理等网格化信息系统，协调、指导、推动辖区内网
格化管理工作落实；承办公共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体系和风险预防控制体系信息化建设任务，对辖
区内群众有关社会管理方面的求助、投诉受理、
处理、督办、反馈；依托网格化信息系统，开展对
社会管理信息的筛查研判、动态监测，并提出工
作建议意见；承担社会管理信息收集、排查、调
度、上报等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天宝路1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5002F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杨家坪

街道办事处
6.“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物业管理服

务中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物业

管理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琴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负责指导本辖区内业主大

会成立及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监督业主大会
和业主委员会依法履行职责；调解物业管理纠
纷，负责调解处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纠纷，建立投
诉、信访受理机制，协调处理物业管理方面的投
诉、信访案件；组织召集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协调
物业管理与社区建设的关系，指导居民委员会做
好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天宝路1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F65010A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杨家坪

街道办事处
7.“重庆市九龙坡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公

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应急救援指挥

中心
法定代表人：吴静 开办资金：2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应急救援指挥提供服务

保障。开展突发事件预警管理工作；开展预警平
台及应急救援信息化建设工作；开展突发事件应
急准备工作；开展应急救援指导协调工作；开展
应急救援管理服务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杨渡村1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G81126Q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应急管理局
8.“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法定代表人：李显锋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综合行政执法，维护

辖区管理秩序。负责集中行使依法授权或委托
的农林水利、规划建设、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文
化旅游、民政管理等领域的行政执法权；建立健
全与城市管理、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市场监管等
由区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执法机构联合执法
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执行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制度，规范执法程

序和执法行为；承担辖区各类执法机构和执法队
伍的综合协调、联动保障工作；健全执法信息共
享，执法联席会议、案件移送管辖、案件首接负责
等制度。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彩云大道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G81134K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
9.“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物业管理服务中

心”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物业管理

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孙亚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为辖区物业管理提供服务

保障。负责指导本辖区内业主大会成立及业主
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依法履行职责；调解物业管理纠纷，负责调解处
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纠纷，建立投诉、信访受理机
制，协调处理物业管理方面的投诉、信访案件；组
织召集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
建设的关系，指导居（村）民委员会做好物业管理
相关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彩云大道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G81142E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
10.“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退役军人服务

站”公告事项：
单位名称：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退役军人

服务站
法定代表人：罗阳 开办资金：10万元
宗旨和业务范围：服务退役军人，提升保障

水平。配合相关部门做好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关
系接转工作；组织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教育、技能
培训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落实辖区退役军人
和各类优抚对象优待、抚恤政策待遇；开展拥军
优属和烈士褒扬工作；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信息数据采集、资料管理、汇总分析等工作；
做好退役军人来信来访、接待办理、心理疏导、权
益咨询、政策解答、法律服务以及涉及退役军人
舆情的收集、引导等工作；负责辖区退役军人党
员及时纳入党组织管理，并组织参加党组织活
动；指导村（社区）退役军人管理服务站工作；开
展退役军人走访慰问、帮扶解困、化解矛盾和思
想政治工作。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彩云大道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00107MB1G811509
举办单位：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人民政府

大家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新生儿
都会在出生不久就从脸开始变黄，很
多父母看到这样的情况多少会有一点
担心，生怕自己的宝宝会留下后遗症。

这时候，父母可能会从亲戚、月
嫂、朋友处听到一些建议和土方子。
问题是，这些退黄建议靠谱吗？作为
父母，又应不应该采用呢？

什么是新生儿黄疸

新生儿黄疸在新生儿中非常普遍
（50％～70%），通常出现在新生儿出
生2～3天后。

造成新生儿黄疸的原因是血液中
胆红素过多。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
候，需要大量血细胞来传输氧气，那时
由胎盘来代谢处理掉老旧的血细胞。
血红细胞被破坏的一种产物叫作胆红
素。当宝宝出生后，胆红素由宝宝的
肝脏来处理（称为结合作用），然后随
粪便排出体外。 在婴儿出生的头几天
里，婴儿的肝脏功能还不够完善，所以
在血液中往往会有胆红素累积，造成
皮肤及眼白出现黄色。

新生儿黄疸的分类

新生儿黄疸根据引起的原因不
同，可以分为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
黄疸。

生理性黄疸就是大多数宝宝所患
的黄疸。这说明宝宝的器官发育一切
正常，也没有感染疾病，完全健康的情

况下，仅仅是因为肝脏一时半会儿没
能够适应过大的工作量，导致血液中
胆红素略高，造成皮肤、眼白黄染。通
常在两周内，宝宝就“白”回来了。

母乳喂养宝宝的黄疸可能是母乳
性黄疸，或者母乳喂养不足造成的饥
饿性黄疸，这两种情况都是生理性黄
疸的延续。

母乳性黄疸（发生率不到3%），是
生理性黄疸消退后，还仍然持续的黄
疸。宝宝的胆红素会在14天后再次升
高，黄疸可能持续3～12周。如果你母
乳喂养得很好，宝宝喝足了母乳，黄疸
还是降不下来，那么宝宝有可能是母
乳性黄疸。

宝宝有母乳性黄疸，并不是说妈
妈的母乳有问题，该喂母乳喂母乳，
宝宝的胆红素水平会慢慢下降的。
在胆红素水平没有超过正常水平，黄

疸不严重的情况下，宝宝的黄疸虽然
持续更久，但是不会造成任何健康问
题，仅仅是生理性黄疸的延续，需要
做的是充足喂养。

饥饿性黄疸是指当宝宝没有获
得极佳的能量摄入，可能导致血清中
的非结合胆红素水平。并不一定是
真正的“饥饿”导致，而是吃得不够
多，排便太少，就不能有效地排除胆
红素，就会导致生理性黄疸变得严重
一些。

饥饿性黄疸通常发生在母乳喂养
的宝宝身上，特别是出生后第一周，母
乳喂养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宝宝
没有喝够奶。在治疗方面，由喂养不
足造成的黄疸，当然主要是增加喂养，
严重时也要照蓝光。

病理性黄疸是指宝宝患有疾病或
者有某些健康问题，比如胆管闭锁、和
妈妈Rh血型不合、内出血、有病毒/细
菌感染等。病理性黄疸通常都是比较
严重的黄疸，除了需要进行光照治疗，
甚至换血，来避免对听力或者大脑的
损害，还需要针对导致严重黄疸的疾
病进行必要的治疗。

新生儿黄疸的治疗

对于大多数婴儿来说，黄疸是无
害的，只需要确保喂养充足即可。血
液中未经处理（未结合）的胆红素水平
如果非常高，可能会造成听力问题和
脑损伤。所以如果宝宝出现黄疸，要
注意确保胆红素水平不会过高。如果

过高，就需要治疗。
新生儿黄疸的治疗要看是由什么

原因引起的黄疸，但总的来说就是：严
重时照蓝光治疗，更严重时换血治疗，
有疾病的话可能需要同时治疗引起或
者加重黄疸的疾病。

皮肤吸收蓝光，可以改变胆红素，
让身体更容易清除它们。

尽管阳光中也有蓝光波段，但是
晒太阳不能有效地去黄疸——在能够
有效退黄疸前，宝宝早被晒伤了。

而且照蓝光几乎没有任何副作
用，非常安全。只需要确保宝宝在照
蓝光期间喂养充足。如果母乳喂养的
宝宝，应该至少每 2～3 小时喂一次
奶。如果妈妈不在身边，或者在身边，
但无法确保宝宝喝到足够的奶，可以
采取挤奶瓶喂。配方奶喂养的话，当
然就是给够配方奶。

如果黄疸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么
可能需要进行换血疗法，用新鲜的血
液置换掉宝宝体内含有过高胆红素的
血液。

除了照蓝光和换血，各种花式退
黄方法都不推荐！比如“传统”的给宝
宝喝水和葡萄糖水的方式，这样做只
可能会让黄疸加重，因为影响母乳或
配方奶的摄入，也会减缓胆红素水平
下降。

还有就是不要停止母乳喂养。停
母乳可能会让黄疸变得更糟糕，会阻
碍妈妈为了给宝宝最好的营养而做出
的努力。频繁地、有效地喂母乳是最
好的减轻黄疸的方法。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