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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11月12日，是世界肺炎日。对于肺炎，大家并不陌生，其是老

人和儿童常见疾病，是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杀手”之一。但说起如

何预防，人们却知之甚少。专家提醒，秋冬季节正值肺炎高发期，接

种疫苗、减少呼吸道刺激等手段可有效预防肺炎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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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秋冬季肺炎高发
每年秋冬季都是肺炎高发期。近日，

记者走访多家医院门诊发现，肺炎患者数
量有所上升，尤以老年人和儿童较多。郑
州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荆新建说，“秋
冬季节早晚温差大，天气干燥，对呼吸道会
造成明显影响，人们患肺炎的几率也就大
大增加。”

呼吸道与外界直接相通，外界环境很
容易对肺部造成影响。“人体气体交换过程
由肺脏完成。如果鼻腔吸进的空气携带大
量细菌或病毒，起初可能定植在鼻腔或咽
喉。但当呼吸道的防御机能降低时，病原
体乘虚从上呼吸道向下蔓延进入肺泡并生
长繁殖，从而引起肺炎。”荆新建介绍，肺炎
是一种严重的肺部感染，典型的症状是发
烧、咳嗽、咳痰，但也存在一些不典型症状，
让人不易辨识。比如单纯的发烧、不想吃
饭、浑身没劲，并不伴随有咳嗽、咳痰甚至
肺部啰音等典型症状。

一般来说，肺部发育尚不完全的儿童
和肺功能不好、免疫力差的老年人更容易
患上肺炎。其中，患有慢阻肺、过敏性鼻

炎、冠心病或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患者，感染
肺炎的几率也会有所增加。另外，感冒治
疗不及时、不得当，也会引起肺炎。专家提
醒，肺炎可完全治愈，但如果治疗不及时，
症状会加重，病症范围也会加大，呼吸功
能、血压、心脏等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严重
时还会致人死亡，因此，在出现肺炎症状
时，应及早就诊。

提醒：莫把肺炎当感冒
“几天前，自己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

吃了些感冒药也不见好转，后来去医院检
查才发现是得了肺炎。”市民徐静告诉记
者，肺炎与感冒的症状极为相似，实在是很
难辨别。

据了解，大多数市民对肺炎、感冒无法
准确区分，拿肺炎当感冒治疗的市民不在
少数，往往是病情加重前往医院检查后才
恍然大悟。对此，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呼
吸内科医生冯悦静表示，虽然肺炎前期症
状与感冒类似，但如仔细辨别仍可分辨，肺
炎往往表现为顽固性剧烈咳嗽，无痰或伴有
少量黏痰，且出现呼吸困难、高烧多日不退、

食欲下降、嘴唇发紫等症状。感冒的症状则
多表现为咽喉红肿、鼻塞流涕、打喷嚏等。

“成人一般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症状，
快速辨识出是否为肺炎，而婴幼儿和儿童
表达能力有限，极易被家长当成感冒而耽
误治疗。”冯悦静提醒，当下正是肺炎高发
季，孩子若出现“头痛脑热”，家长应仔细观
察，从体温、精神状态等方面辨别，肺炎会
持续发热，且多在38℃以上，使用退烧药只
能暂时缓解。而感冒发烧用药后，病情明
显缓解。此外，孩子肺炎时精神不佳、食欲
下降、多睡易醒、呼吸困难，而感冒时饮食、
睡眠正常。另外，家长可以仔细听孩子脊
柱两侧胸壁，肺炎患儿能听到“咕噜”般的
声音。一旦孩子出现严重的发热、咳嗽、呼
吸困难、气促、喘息等症状，就要考虑到肺
炎的可能，应及时就医。

建议：接种疫苗防肺炎
在中医看来肺为“娇脏”，因为它更容

易感受外邪。荆新建认为，秋冬季节肺部
更易受外部刺激，因此，儿童、60岁以上的
老年人等人群应该时刻呵护肺脏，通过接

种肺炎疫苗、规律生活来提前预防肺炎。
市疾控中心建议，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可打肺炎疫苗，有效保护率可达到 85%以
上，保护期为 5年。此外，还应每年接种一
次流感疫苗，尤其是身体差、免疫功能低
下，平时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呼吸道
疾病的人，都属于高危人群，有必要接种。

不过，面对是否给孩子注射肺炎疫苗，
很多家长心存疑虑，对此，荆新建认为，该
疫苗尚属于二级疫苗，由市民自费并且自
愿受种。但为了预防肺炎，建议尽量给孩
子注射肺炎疫苗，其可抵抗多种类型肺炎。

另外，许多人的肺炎是因感冒未及时
治疗，或治疗不彻底，休息不足引起，所以，
感冒后一定要就医。日常生活中，不能太
过劳累，或者生活不规律，以免免疫力下
降，感染病毒、细菌，引起肺炎。

在饮食方面，应少吃刺激食物，尤其是
呼吸道感染期间，忌吃辣椒、孜然、羊肉等
热性食物，可适当吃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如
梨、百合、莲子、萝卜等，同时，要养成多喝
水的习惯。此外，还应减少外界对呼吸道
的刺激，在大风天、雾霾天，尽量少出门或
出门戴口罩。

世界肺炎日世界肺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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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政策提高群众幸福感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 通讯员 黄颖）11月 7日下
午，惠济区国际艺茂仓流动人口协会和老鸦陈街道办事处
计生协会在惠济区国际艺茂仓举办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座
谈会，并开展赠书活动。

会上，与会计生协会代表重新学习了十九大报告。随
后就学习情况进行了交流，加深了对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的理解。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全面
两孩政策，营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全面落实好宣传教育、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
流动人口服务等“六项重点任务”，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随后，老鸦陈街道办事处还向与会会员代表赠送了党
的十九大报告、计划生育业务等书籍。

省人民医院专家
获医学科研管理杰出贡献奖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 通讯员 崔冰心）日前，中华
医学会科研管理分会对在我国医学科研管理领域做出突出
贡献的杰出专家进行了首次评审及颁奖。省人民医院首席
科技官王宇明荣膺全国医学科研管理杰出贡献奖。

王宇明长期从事医学科研管理工作，曾主持河南省医
学科学院工作 20年，同时兼任河南省卫生厅科技办公室主
任。根据其建议实施的《河南省医学出国研修计划》（简称
5451工程）《省部共建医学科技攻关计划》等举措，对河南
省医学科技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卫生部科
教司的认可与赞赏，并被多个省市借鉴。

王宇明先后主持承担了两项科技部适宜技术推广国家
重点科技专项，两项艾滋病综合防治模式研究国家重大科
技专项。1999年主编出版的《临床医学科研程序与方法》，是
我国该领域早期学术专著，被多家高等院校列为研究生教
材。因其在科研及科研管理方面的突出表现，荣获河南省优
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批河南省首批二级教授。

市中心医院
成功开展日间手术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近日，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门诊接受疝气手术的连大爷，在两日（48小时）内完
成入院、检查、手术、出院全过程。这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日间手术团队成功开展的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日间
手术。

73岁的连大爷此次接受的是静脉全麻+局麻下行左腹
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的日间手术。日间手术是指选择一定
适应症的病人，在门诊做完手术前的各项检查，预约手术时
间，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安排病人的住院、手术、手术后观察，
患者入院到出院时间最长不超过48小时。

该院门诊办公室主任展翔介绍，与传统手术相比，日间
手术用药少、费用低，极大减少病人在医院的住院时间，还
能享受医保报销。目前，医院门诊综合诊疗中心所有手术间
均可进行日间手术。大力开展日间手术不仅能促进医院医
疗技术提升，降低病人医疗费用，同时大幅提高医疗效率。

市中医院
第六届膏方文化节开幕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 通讯员 朱清）为了传播中
医药传统文化，提高全民防病意识，日前，郑州市中医院第
六届膏方文化节在总院门诊大厅与汝河院区同时开幕，将
持续开展至2018年 2月 4日，开展期间还有免费品尝膏方、
享中医专家免费义诊、赠送礼品等各项优惠活动。

开幕现场，脾胃科、治未病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为市民
把脉，“定制”调理处方。制剂室团队现场熬制膏方供市民
免费品尝，同时为市民讲解冬季养生及服用膏方的知识，使
市民了解中医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的特色。

据悉，郑州市中医院每年举办一次膏方养生文化节，经
过数十年的总结和不断改进，现已拥有成熟完善的煎膏工
艺，且形成了“一人一方、辨证施补、量身定制”的特色膏方
养生模式。开展期间还有免费品尝膏方、享中医专家免费
义诊、赠送礼品等各项优惠活动。

市骨科医院上蔡分院
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 通讯员 闫洧涛）日前，郑州
市骨科医院上蔡分院揭牌仪式在上蔡协和医院举行。郑州
市骨科医院院长张业龙表示，今后，双方要加强协调配合，
实现设备、技术、人才、管理等多层面的紧密联合。

上蔡协和医院成立于 2010年 5月，是经河南省卫计委
批准的一所二级综合医院，作为三级甲等医院，郑州市骨科
医院与上蔡县协和医院合作，标志着郑州市骨科医院与医
联体成员单位之间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合作开
始，以此推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实现骨科医联体的可持续
快速发展。

据悉，郑州市骨科医院与上蔡协和医院合作期间，将开
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郑州市骨科医院将向上蔡协和医院
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技术帮扶、科研支持和人才培养等一
系列扶持，开通“郑州市骨科医联体远程会诊信息平台”，进
行疑难病例的分享与讨论，实现医联体内的互联互通。

全省妇幼健康服务技能竞赛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治 苏立萌 通讯员 史艳香）为保障全面

两孩政策顺利实施，持续提升我省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和水
平，近期，省卫生计生委和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在我市举办了
全省妇幼健康服务技能竞赛。通过层层选拔，18个市及 10
个直管县的28支代表队176位选手参加了比赛。

本次比赛共设有危重孕产妇（羊水栓塞）急救处置、新
生儿复苏 2个项目，采取模拟真实场景实战演练产科和儿
科的急救案例，由参赛团队共同完成，重点考核参赛人员的
理论知识、技能操作以及团队协作水平。经过激烈角逐，各
个奖项获奖者相继评出。

“轻食”受追捧真的健康吗
在郑州的街头，主打“轻食”的餐厅渐渐多

了起来，打开外卖APP，主营“轻食”的商家点单
率颇高，好评率不低。“轻食”指的是低糖、低油、
低盐、高纤维食品，包括用粗粮制作的汉堡、三
明治、果蔬饮品等，这一类菜式，分量不多，味道
清淡，多采用蒸、煮、炖的方式，保留较多的原汁
原味。可是，“吃草”就能瘦？轻食到底健康吗？

据数据显示，80后和 90后是餐饮消费的主
力军，更关注效率和健康。90后白领李女士是
个健身达人，因为最近在减脂塑形，平时也很注
重身材和皮肤保养，一直都是“轻食”爱好者。
她说，平时上班忙，没有太多时间自己煮饭，所
以中午叫外卖，通常会倾向于牛油果鸡胸低脂
沙拉和金枪鱼三明治之类的“轻食”。

随着消费者饮食观念的转变，一些快餐品
牌也开始加入“轻食”市场，就连主营炸鸡、汉堡
的“洋快餐”也力求转型。可是“轻食”真的轻
吗？有健康隐患吗？其实，“吃草”不一定热量
就少，原因在于“沙拉酱”，一般的沙拉酱 100g
热量约 700千卡，热量是薯条的两倍。如果是
用一些猪油、人工奶油等制作而成的沙拉酱，还
含有很多反式脂肪酸，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轻食可能是细菌、虫卵的天堂，号称“有机”的蔬
菜如果用人畜排泄物来给农作物施肥，肥料的
发酵腐熟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可能把多种寄生
虫引入食品。在轻食的制作材料中，沙拉、生鱼
片、生牛肉，煮熟切开一段时间的鸡蛋，切碎后
放了一两个小时的奶酪块等都是带菌的，而切
菜、装盘时菜刀、菜板、餐盘、工作人员的手和衣
服等，都可能是污染来源。即使是放置冷藏中
存放，李斯特菌、副溶血弧菌等耐冷的致病菌，
仍然可以生长。

营养学家指出，“轻食主义”强调的是简单、
适量、健康和均衡，但不建议将沙拉等轻食作为
主食来减肥。让每日饮食所摄取的食物种类尽
量符合基本的“三低一高”原则（低糖分、低脂
肪、低盐分、高纤维），以低热量的食材，取代大
鱼大肉，再搭配其他菜式的烫、蒸、炖、煮等简单
健康的烹饪方式，保证蛋白质、脂肪、糖类（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和水这些人体必需的六
大营养素都要有所摄入，就能吃得又“轻”又“健
康”。此外，吃得少不一定就能减肥，减肥关键是
提高代谢率，消耗比摄入多，运动和饮食相结合。

网友面面观：

@可爱小西：最近点外卖倾向于“轻食”，没
那么油腻，口感也不错。

@立志减肥的Yuki：一直在减肥，点沙拉前会
问清楚沙拉酱的种类，自己在家做更卫生健康。

@Jacky大王：吃得少会降低代谢率，减肥
靠运动加饮食控制才是王道。

本报讯（记者记者 龙雨晴）
11月 4日，“瑞光杯”中原生
态文化艺术节暨全国崖柏精
品展在郑州天下收藏文化街
北区二展平台开幕，会期 4
天。活动吸引了来自河南、
天津、山西、福建、浙江等地
的商客共聚郑州。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艺术
品行业协会主办，由郑州天
下收藏文化街和郑州小螺号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承
办，由郑东瑞光文化产业园
和北京德致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协办。本次崖柏艺术展的
主题是“对待时间的态度”，
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探索生态文化价值，让人

们理性认识崖柏，回归生态
文明，引导艺术品行业健康
发展。

据悉，崖柏作为艺术品
领域的新贵，从 2012 年开
始，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十年寸进，百年雏形，千年
成材，万年不朽”的崖柏精神
成为一个新文化坐标激励着
众多崖柏爱好者。此次专业
展包括毛料和雕刻成品两大
类。展览期间，业界专家对
参展部分进行评选。评选分
为自然类和雕刻类两大项，
自然类设 10个奖项，雕刻类
设 31 个选项。自然类特别
奖一个，为金奖；雕刻类设特
别奖，为天工奖。

全国崖柏精品展在郑开幕全国崖柏精品展在郑开幕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
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属国务院领导、支
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
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
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
改革要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
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运行、约束
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
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
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 2006年 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
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受理来自社会各
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
一步确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
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忱欢迎社会
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
造成或可能造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
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能危
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

组织。包括开发银行各类资产项目及客
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
户，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
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
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
营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
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
的行为。包括借款人或用款人违反合同
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
占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
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
银行债务的行为。包括企业借资产重
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
意、恶意逃废债等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
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财务报表、
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
银行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
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等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

采用书信、来访、电话等形式，随时向开
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
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负责，不得主
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
他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

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名，但为尽快了
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
馈有关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
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银行承诺对
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
请不要重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

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的，开发银行将视
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1.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

区太平桥大街16号 国家开发银行 审计
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2.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郑州市金水

路 266号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审
计举报办公室（邮编：450008）

电话：0371-69331706
传真：0371-66000590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

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银行网站上予
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2017年11月10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