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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尽在《上游新闻》

身边事

本报讯 （记者 陈翔）20-45岁女性可
以在重庆接种宫颈癌疫苗了！昨日下午，四价
宫颈癌疫苗佳达修中国内地首针接种在重庆市
巴南区李家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针。

当日上午1080支四价宫颈癌疫苗佳达修
送到巴南区，预计本月内重庆各区县将会陆续
到货，有接种需求的女性可以向当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咨询。

接种3次每支948元

当日下午2点，沈亚绿女士在李家沱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四价宫颈癌疫苗佳达修接

种，她也成为首位接种该疫苗的女性。
沈女士是医院职工，她一直比较关注宫颈

癌疫苗，此前已有二价宫颈癌疫苗落地重庆，但
年龄在9至25岁的女性才可接种，她已经“超
龄”了。

此次上市的四价宫颈癌疫苗共接种3针，
接种时间分别是第0月，第2月，第6月，即首针
接种后，两个月之后接种第二针，而第三针接种
则在首针六个月之后。疫苗的价格为948元/
支，适用人群为20-45岁的女性。

“25岁过后也可以打是好事情。”沈女士
说，自己得知此事马上就来打疫苗，但没想到会

是第一个。
当天下午疫苗开打约20多分钟，已有3位

女士完成接种。

本月内重庆区县全覆盖

宫颈癌作为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常见恶性
肿瘤，在全世界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位居前
三位。

2006年，美国药企默沙东率先研制出了人
乳头瘤病毒（HPV）疫苗“佳达修”并在美国推
出，成为全球第一个宫颈癌疫苗，它既能预防
HPV16、18型别引起的宫颈癌，又能预防感染

HPV6、11型别引发的生殖器疣。2016年，美
国默沙东疫苗销售总额已达62.46亿美元。

目前四价HPV疫苗已在全球133个国家
获批上市，进入了6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免疫
计划，接种计量超过2.27亿剂。

疫苗供应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当天接种
之后，广大女性可以陆续在全国其他城市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门诊进行咨询、预约
或接种。

从重庆的情况来看，最近几天渝中、沙坪坝
等区县将陆续到货，最迟到本月底，重庆所有区
县都会到货。

■相关新闻
治疗糖尿病，乐观很重要

“联合国糖尿病日”的前身是“世界糖尿
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糖尿病联盟发
起于 1991 年，日期定在 11 月 14 日。今年的
主题是“女性与糖尿病——我们拥有健康未
来的权力”。

饮食不规律、不科学，生活压力增大，熬
夜增多……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诱因。“很多人
都有一个误区，认为糖尿病是由于食用了大
量甜食引起的，其实不单单如此。”青海省人
民医院内分泌二科主任姚勇利说。因此糖尿
病患者既要注意膳食的均衡，同时也要注意
压力的排遣。

据青海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护士魏春梅
介绍，针对糖尿病患者，他们一日三餐前后都
会进行血糖测量，一天6次；对于心理压力较
大的病人会进行心理辅导；对于出院的病人
还会进行家庭随访和电话回访。而处于怀孕
阶段女性的糖尿病有可能直接影响两代人，
因此加强对这一阶段女性糖尿病的筛选尤为
关键。很多怀孕女性在发现自己患有糖尿病
时心理压力很大，“对她们的心理疏导很重
要。”

53 岁的杨女士三个月前刚查出自己患
有糖尿病，目前正在接受为期一周左右的住
院治疗，“我从一得病开始，就和医生合作，积
极治疗，随时就诊。虽然得了这种‘富贵病’，
还是要乐观去面对。”

姚勇利表示，目前糖尿病治疗，也是在使
用药物的前提下，结合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科
学化的饮食才能产生更好的效果。“病人乐观
的心态、积极的配合、合理的自律，都会对糖
尿病的治疗产生正面效果。” 据新华社

今天是世界糖尿病日（World Diabetes
Day' WDD），一场特殊的“比赛”——注射胰岛
素，11日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

不少“糖友”需要通过注射胰岛素来治疗
糖尿病，但使用胰岛素的患者，血糖达标率却
较低。这是为什么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李启富介绍，注射技术在
糖尿病药物注射治疗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的糖
尿病患者每天需要注射胰岛素，但你“针”打对
了吗？

胰岛素注射 你“针”打对了吗？

11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
BD（中国）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比赛——注射胰
岛素比赛。主办方通过模拟的人体腹部皮肤，
让“参赛选手”自行注射胰岛素，并按照“规范
胰岛素注射标准9步骤”严格评判，最终评选
获胜者。举行这样的比赛，希望帮助更多糖尿
病患者在注射治疗时更加规范，从而提高血糖
达标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李启富介绍，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的关键三要
素为：合理的胰岛素治疗方案、规范的注射技
术、以及对注射笔和针头的正确选用。

根据“2014-2015全球糖尿病患者胰岛
素注射技术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我国有
83.2%的患者重复使用注射笔用针头，其中重
复使用超过10次以上的患者高达25.7%。

重庆超7成注射胰岛素患者脂肪增生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内科护
士长、内分泌内科护士长刘智平介绍，他们
曾对重庆市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部位脂
肪增生现状进行过调查。结果，市内10家
不同等级医院门诊736例接受调查患者中，

有540例发生注射部位脂肪增生，增生率为
73.4％。

为什么会出现皮下脂肪增生？刘智平说，
这与不规范的注射行为有很大关系。

“比如重复使用针头，就会增加皮下脂肪
增生发生率。”刘智平介绍，注射笔用针头仅限
一次性使用，如果重复使用针头，可能导致残
留胰岛素结晶堵塞针头，病人以为注射了胰岛
素，而实际上并没有注射或注射剂量不足，导
致血糖波动。

此外，重复使用针头会增加注射疼痛感，
增加细菌污染针头风险。

因为在脂肪增生处注射疼痛小，所以很多
患者喜欢在增生部位注射胰岛素，但这样会降
低药物吸收效率，延长吸收时间，进而导致血
糖波动。人体适合注射胰岛素的部位包括腹
部、大腿、上臂和臀部，在这些部位轮换注射可
大大减少皮下脂肪增生。

小针头大学问，这些一定注意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报告显示，在
中国，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李启富介绍，重庆的数据和全国大致相当。

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胰岛素注射方法？李启
富介绍，注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胰岛素治疗
的效果，患者日常注射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一针一换。
2.针头选用应根据患者的体型、注射部位

皮肤厚度及针头的长度以确定是否要采用捏
皮注射及注射角度。

3.注射部位轮换。
4.注射部位的检查和消毒。
5.针头留置时间至少要有10秒。
6.将使用过的注射器或注射笔用针头套

上外针帽后放入专用废弃容器内再丢弃。
本报记者 顾晓娟

重庆可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重庆可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 每支每支948948元元
四价宫颈癌疫苗佳达修中国内地首针接种在重庆开针四价宫颈癌疫苗佳达修中国内地首针接种在重庆开针，，2020--4545岁女性可接种岁女性可接种

接种人群：20—45岁女性
接种时间：第0月，第2月，第6月
接种价格：每支948元
主要功效：既能预防HPV16、18型别引起的

宫颈癌，又能预防感染HPV6、11型别引发的生殖
器疣。

注射胰岛素 你“针”打对了吗？
今天是世界糖尿病日，重庆超7成注射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脂肪增生，与注射技术相关

患者们在护
士的指导下，进
行规范的胰岛素
注射比赛。

本 报 记 者
杨新宇 摄

司法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如下表所列时间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信息简介

标的物名称

重庆市渝中区长江滨江路 19 号
23A-7号住宅、渝中区长江一路58
号B1幢11-2号住宅及渝中区南区
路163-177号3-1-005号商铺
重庆市合川区大石街道办事处人民
路2号龙府雅苑A栋1单元1-1、
2-1号商业房屋

序
号

1

2

处置
方式

分零

先整
体后
分零

拍卖保留
价（万元）

185.9005

638.8124

保证金
（万元）

18.7

64

缴纳保证金
截止时间

2017年
12月4日

2017年
11月27日

竞买登记
截止时间

2017年
12月4日

2017年
11月28日

拍卖开
始时间

2017年
12月6日
10:00

2017年
11月29日
15:30

联系电话
及联系人

023-63612368
转4 冉老师

023-42755212
孙老师

执拍拍卖公司

重庆信托拍卖
行有限责任公
司

重庆金汇拍卖
有限公司

更多项目请关注重庆联交所集团网站：www.cquae.com 2017年11月14日

二、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可通过线上（通过互联网方式）或线下（到重庆联交所现场）两种方式报名，竞买人应在缴纳保证金截止时间（到账为准）前将

保证金缴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并于竞买登记截止时间（法定工作时间）前凭保证金收据及有效证件到重庆联交所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三、特别说明：
1、竞买人须以自己名义并以现金以外的转账方式缴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他人为竞买人代支付保证金的将视为

无效，所缴款项退回原账户。
2、竞买人通过互联网方式报名时，不得多人联合竞买，需办理多人联合竞买的竞买人请到重庆联交所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3、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法院规定时间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法院指定联付通账户。
4、标的现状、瑕疵及其他详细事宜请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及重

庆有线数字电视重庆联交所司法拍卖栏目。
市高院监督电话：67673247 67673497

茅台酒一批及红木类躺椅一把拍卖公告
受重庆市罚没财物管理办公室委托，定于2017年11月22日14:00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依法在重庆联交所以互联网竞价方式进行

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物分别先整体后分零方式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
2
3
4
5
6

15年贵州茅台酒53瓶
30年贵州茅台酒12瓶
50年贵州茅台酒12瓶
80年贵州茅台酒1瓶
80年贵州茅台酒1瓶
红木类躺椅1把

标的物1分零拍卖共分9组，最后1组为5瓶，起拍价为1.95万元，保证金为0.5万元，其余每组为6瓶，
起拍价为2.34万元，保证金为0.5万元。标的物2、标的物3分零拍卖均按单瓶拍卖。

序号 标的名称及数量
起拍价（万元）

整体
20.67
10.56
17.28

分零
2.34
0.88
1.44

整体
5
2
3

分零
0.5
0.15
0.2

11.6
11.6
0.045

1.5
1.5
0.01

保证金（万元）

特别说明

二、展示时间和地点：
凡有意参加竞买者需查看标的物的，请于11月20日上午前提前预约登记，并由拍卖人统一组织实物查看。展示地点：重庆市南岸区

江南大道2号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会议馆B区5楼展示。展示时间：11月20日下午3点30分开始。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

竞买人应在11月21日（到账为准）前将保证金缴至指定账户（户名：重庆联付通网络结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备付金），并于11月
21日（法定工作时间）前到重庆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签订竞买协议等）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四、特别说明：

1、拍卖标的物均以现状拍卖，详情请向拍卖公司咨询；2、标的展示需提前预约登记，并由拍卖人统一组织查看标的展示，竞买人看样
应自觉遵守现场秩序和展示规定，如不遵守现场秩序和规定的，拍卖人有权取消竞买人参与竞买资格，造成拍品损坏的，委托人和拍卖人
将依法追求其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3、拍卖成交后，由委托方负责标的物交付（以实物现状交付）。4、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委托
方、拍卖人及重庆联交所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竞买人一经报名即视为完全了解并认可标的物存在的瑕疵，并承担其相应风险。5、标的

物移交以现场实际数量及实物使用现状为准，若有出入，拍卖成交价款以及拍卖佣金不予调整；拍卖成交后，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
为拍卖成交价款，买受人应当在拍卖成交后3日内将价款全额划到指定账户。
五、联系电话及联系人：63612368转3王老师 拍卖公司联系人：18696579595吴老师 重庆联交所地址:渝中区民族路101号交易大
厦5楼

重庆信托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
2017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