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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公告声明

天泽老年公寓关爱老人
奉献社会旧城北门6304944

●李国彪遗失内蒙古利维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10年
10月8日开据的金泽园小区
8号楼2单元一楼西户收据一
张，金额156333元，特此声明。
●张永秀遗失内蒙古蒙通房
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心
想是城数码广场一层，铺位
号为B67购房合同，及该铺位
购房收据，编号：0049279、
金额：626004元，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京丰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遗失海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600163130，票号05603497
金额19680元，特此声明。

声明作废
内蒙古永亨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武川县耗赖山

养殖基地扶贫项目部遗失武川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六
分社空白转账支票20张，票号：0001234503、00012345
05、0001234509、0001234512、0001234513、0001234
515、0001234517、0001234519、0001236076、000123
7560、0001237562、0001237567、0001237568、00012
37569、0001237570、0001237571、0001237572、0001
237573、0001237574、0001237575。

新城区武装部办公室、休息室维修改造
公开招标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武装部拟
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择优选定“新城区武装部办公室、
休息室维修改造”项目的承包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
的投标人前来报名参加。资格要求详见内蒙古军区招标
网（http://www.nmgjqzbw.com）发布的招标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张婧和吴超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张 婧 吴 超 电话：182471308610471-6580703

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武装部
2018年07月27日

0471-69679246297729
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艺术厅南街95号 质量监督电话：

0471-4608315

内蒙古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免费咨询电话：0471-6287654经营许可证号：L-NMG-CJ00001

鄂尔多斯直飞贝加尔湖6日游
呼和浩特直飞台湾环岛8日游
呼市直 飞普吉 岛包机8日游
日本本州温泉美食6日游

5080元/人起

3780元/人起

4580元/人起

6380元/人起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急售:金川半山半水小区
107m2复式楼15048716318

售景泰花园一楼带小院，
133m2，有房本18604886033

便宜顶账房
南二环南观澜国际高
层81m2毛坯现房，35万，
低价处理！2503938

房产销售

出租转让

电瓶电缆变压器各种旧设备库存
积压品铜，铝铁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老年公寓

诊所招商回民区社区卫生服务
站门诊部寻合作18547102891

招商加盟
出租厂库房西二环15000m2,
可分租18647157898郑先生

出租海东路气象局西
200m路北，适合做汽车修
理，洗车场，室内300m2，院子
1000m2，18047459069

快乐作文&九田格练字诚招
赛罕区二级代理15049666899

电话：18247145666

诚招代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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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惠好工程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19100161752
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新巴尔虎右旗
阿拉坦塔拉进出口外贸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50727MA0MW
95K1D，成员会于2018年7
月24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2011年苹果公司创始
人史蒂夫·乔布斯的去世，
让更多人知道了胰腺癌的
名字。但据英国广播公司报
道，英国胰腺癌基金会最新
调查显示，每3个成年人中，
就有1个可能忽视胰腺癌的
潜在症状。人们对包括胰腺
癌在内的各种胰腺疾病，依
然认知不足。

凶险的胰腺疾病

胰腺长14～18厘米，
重65～75克，虽然很小却
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们吃进去的脂肪、蛋白
质和糖类，因为有了它分
泌的胰液，才得以被很好
地消化吸收；只有胰腺健
康，胰岛分泌的胰岛素、胰
高血糖素才能让身体维持
正常的血糖水平。可以说，
一旦胰腺“罢工”，可能会
带来可怕的后果。

胰腺癌堪称恶性程度

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史蒂
夫·乔布斯曾与胰腺病魔抗
争7年，主要因为他患上的
是一种非常罕见但恶性程
度较轻的胰腺肿瘤。对胰腺
癌患者来说，更常见的情况
是，90%的人在诊断一年内
死亡，5年生存率不足7%。

比胰腺癌更容易让人
忽视的是急性胰腺炎。据了
解，急性胰腺炎患者中，
20%～30%病情凶险，总体
病死率为5%～10%，重症患
者的病死率可达30%。急性
胰腺炎病因较复杂，过量饮
酒、胆道结石、高脂血症、十
二指肠反流等都可能是诱
因。其中，过量饮酒及暴饮
暴食导致的疾病发作越来
越常见。

胰腺常被形容为“隐
士”，深居人体中上腹，主要
部分“藏”于胃的正后方，尾
部会延伸至脾脏处。胰腺这
种较为隐蔽的生长位置，对
早期发现胰腺疾病造成了

一定障碍。其疼痛位置不十
分明确，相关症状也不够典
型，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

据介绍，胰腺癌的主要
症状包括：消化不良、恶心、
黄疸、脂肪泻、疼痛和抑郁，
以及不明原因的体重急速
下降等，如有出现，应提高
警惕。不过，英国胰腺癌基
金会主席亚历克斯·福德表
示：“我们并不想让那些发
现部分或全部症状的人感
到恐慌，因为大多数都不是
胰腺癌。关键的是，人们需
要了解这种疾病，并在有任
何疑虑时立刻就诊。越早发
现，越可能接受手术，挽救
他们的生命。”

管住嘴防患于未然

有人将胰腺炎称为“富
贵病”，像其他富贵病一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胰腺疾病发病率也在逐年
上升。2015年，发表于英国

《柳叶刀》杂志上的一篇综
述提到，急性胰腺炎已经成
为患者住院的第二大常见
原因，也是院内死亡的第五
大原因。此外，胰腺癌全球
发病率近年来一直处于升
高趋势，现已位居所有肿瘤
第8位。在我国，上海市近10
年胰腺癌的发病率已从
10/10万上升至15/10万；天
津市肿瘤医院发现，近20年
来，天津市胰腺癌发病率在
女性中增长了1.65倍，已成
为增速最快的女性恶性肿
瘤。

保护胰腺，最重要的是
改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饮
食上有所控制。

适当限制：排在第一位
的是控制饮酒量，其次是避
免暴饮暴食、减少高脂食
物。成年男性一天摄入酒精
量不应超过25克，相当于啤
酒750毫升或1杯葡萄酒；成
年女性不应超过15克。另
外，还需警惕含亚硝酸盐较

多的熏制、腌渍食物。
适量补充：富含欧米伽

3或镁的食物。日本国立癌
症研究中心称，适当多吃富
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比
如三文鱼、金枪鱼等，能降
低胰腺癌风险。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发现，每天少摄入
100毫克镁，胰腺癌发病率
就会提高24%。因此，适当
多吃富含镁的食物，比如坚
果、柿子、菠菜等，对预防胰
腺癌有一定作用。

虽然胰腺癌的早期诊
断仍然很困难，但胰腺癌与
糖尿病关系密切，美国有研
究发现，新发1～3年的糖
尿病患者中，有10%～15%
可能患上胰腺癌，因此新
发糖尿病患者至少每半年
到专科门诊检查一次。患
有慢性胰腺炎、长期吸烟、
大量饮酒者都属于胰腺癌
高发人群，建议至少半年
做一次有针对性的体检。

（据《生命时报》）

李奶奶罹患糖尿病已
经快20年了，可以说是一位

“老糖友”了。从半年前开
始，李奶奶的视力开始下
降，本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老
眼昏花，可近期眼花的程度
越发严重，家人站在她面前
她都无法看清。焦急的李奶
奶去了医院，医生告诉她是
由于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
她不禁疑问，我平时特别注
意饮食，血糖控制得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呢？

糖友有三大误区

糖尿病怎么会影响视

力呢？著名白内障专家李文
生教授介绍说，在白内障患
者中，糖尿病患者占了非常
大的比例。白内障是糖尿病
的慢性并发症之一，其发生
原因和血糖的变化相关。很
多人误把视力下降看成是
一种正常的衰退现象，当发
现时危害已经较大了，往往
可能合并眼底病变，部分患
者因病程较长而导致失明。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
长，许多糖尿病患者都罹患
了白内障，他们却总是因血
糖忽高忽低抑或是害怕手
术失败而放弃、耽误白内障
的诊疗。有关专家表示，虽

说糖尿病患者的白内障手
术要比常规白内障手术要
复杂，但是现在医学技术早
已将此风险降到了最低，所
以广大患者无需过度担心。

另外，一些患者认为
血糖值高不能做白内障手
术，这也是认识上的误区。
糖尿病患者只要控制好血
糖，白内障手术是完全可
以顺利进行的，术后即可
复明，绝大部分患者可以
达到很好的术后视力。但
需注意的是，糖尿病性白
内障必须在血糖控制平
稳，临床上空腹血糖值是
手术治疗的重要参考指标

之一，在安全范围内则完
全可以选择手术治疗。

糖尿病患者要防眼底

病

除了糖尿病性白内障
外，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
眼病需要糖尿病患者们注
意，这就是糖尿病性视网
膜病变（简称糖网病）。糖
网病是糖尿病在眼部的并
发症之一。随着糖尿病病
程的增加，糖尿病患者几
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视
网膜血管病变。如不及时
发现和治疗，其最终的结

果可以致盲。
据介绍，视网膜就好比

是照相机的胶卷，对于我们
看到完整清晰的图像具有
重要作用。而所谓的血管疾
病包括视网膜血管肿胀、渗
漏，甚至是视网膜表面长出
异常的血管。起初可能不会
发现视力上的变化，但随着
病情的进展，视力将受到很
大的影响。有些糖尿病患者
可能会同时罹患白内障与
糖网病两种眼病，对此，可
考虑进行联合手术，一次手
术解决白内障与糖网病，以
减少多次手术对眼睛的损
伤。 （据《大河报》）

当白内障遇上糖尿病

人为何偏爱
高糖高脂食品？

发表在美国《细胞—代
谢》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成果
显示，人脑对同时富含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的加工食品
的热量及营养价值缺乏准
确判断，因而会更加偏爱，
这可能是导致现代人易于
肥胖的原因之一。

来自美国、德国、瑞士
和加拿大的研究团队让206
名受试者用一定数额的钱，
看照片选择最想购买的常
见食品，同时对他们进行脑
部扫描。结果发现，相比只
含脂肪或只含碳水化合物
的食物，受试者更偏向选择
两者兼具的加工食物。脑部
扫描显示这种组合更显著
地激活了人脑的奖励机制。

论文高级作者、美国耶
鲁大学现代饮食与生理学
研究中心主任达娜·斯莫尔
说，生物在进化中学会了判
断食物的营养价值，从而调
整觅食行为。例如，小鼠就
不会冒着被捕猎的风险去
开阔地吃能量不高的食物。

斯莫尔认为，人脑通过
不同机制判断脂肪和碳水
化合物的热量。受试者大多
对脂肪判断精准，但对碳水
化合物则判断力欠佳。如果
将两种营养物质混合在一
起，人脑就会高估其价值，
从而使食欲增加。

研究人员推测，远古时
代，人类主要以狩猎动物和
采集植物为生，食谱中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较少，而纤维
含量丰富。随着动植物驯
化、谷物种植和奶制品出
现，人们同时进食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的机会逐渐增加，
但类似“甜甜圈”这种同时
富含脂肪和糖分的加工食
品直到近代才出现，因此大
脑还没有形成新的反应机
制。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