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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健康教育
中国医学基金会糖尿病公益宣传项目主办

糖尿病患者脂肪肝发病率为什么很高？
患者问：我是一名女性糖尿病人，

今年 48岁，患糖尿病 5年，头 2年采取
口服降糖药拜唐苹、文迪雅和格华止
控制血糖，效果越来越差，后改用胰
岛素。现在空腹血糖 7mmol/L，餐后
血糖在 13—16mmol/L 之间。最近体
检中，B超提示我患有重度脂肪肝，谷
丙转氨酶 72 单位，谷氨酰转肽酶 360
单位，是正常的 10倍。我吃了很长时
间的保肝药，转氨酶和转肽酶也没下
来。此外，我体重超重，身高 170 厘
米，体重 90公斤，血脂也不正常，甘油
三酯 12mmol/L，时常感到肝区疼痛，
食欲也开始下降。请问，我应采取什
么样的措施防治重度脂肪肝？

王执礼教授（北京市朝阳糖尿病医
院院长）：糖尿病与脂肪肝的关系非常
密切，两者之间可互为因果。糖尿病人
同时患有脂肪肝，临床上要引起高度重
视，治疗上也要采取个体化的措施。

肝脏是脂肪代谢的重要场所，在
脂类物质的消化、吸收、分解、合成、运
输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糖尿病
引起糖、脂肪代谢紊乱，使脂质过多地
进入肝脏内，于是大量的脂肪代谢产
物脂肪酸被肝脏摄取，并以脂肪的形
式在肝内堆积而形成脂肪肝。在正常
情况下，肝内脂肪仅占肝脏重量的
3％—5％。若糖尿病患者肝中脂肪含
量超过肝重的10％，称其为糖尿病性
脂肪肝。糖尿病患者脂肪肝的发病率
很高，在21％—78％之间。

脂肪肝如得不到积极有效的治疗，
部分病人可发展为早期肝硬化。有关
研究资料表明，糖尿病合并肥胖(超重
25％以上)的人约有l/4同时合并肝早
期纤维化，即很容易发展成肝硬化。

从你的情况分析，你既有重度脂

肪肝，而且持续转氨酶和转肽酶增
高，提示肝细胞有一定损伤甚至少量
坏死，肝功能出现不同程度损害。由
于你同时患有糖尿病，长期口服对肝
功能损害的降糖药，并且血糖控制得
不理想，加之你又患有代谢综合征，
使机体细胞组织代谢内环境发生了
严重障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更加
重了对肝脏的损害，仅靠保肝药，肝
细胞损害很难被有效遏制。

糖尿病性脂肪肝的治疗要注意
以下方面：

糖尿病性脂肪肝患者应强调血
糖的及时、有效控制。比较理想的控
制指标是空腹血糖小于6.0mmol/L，
餐后2小时血糖低于8.0mmol/L，糖
化血红蛋白少于6.5％。

糖尿病性脂肪肝与高热量、高
脂肪饮食及肥胖有关。因此，在治
疗方面，除了要严格控制血糖以外，
还要调整生活方式，积极控制体重。

以你个人的情况来说，要注意
以下方面:

一要积极治疗糖尿病和代谢综
合征，只有血糖得以平稳控制和代
谢综合征得以有效改善，才能使机
体代谢内环境处于良好的状态，从
而为肝细胞的修复和不同程度的恢
复功能提供重要保证。

二要采取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
科学饮食和合理运动等非药物疗法，
以达到降低体重、降低血糖的目的，
减轻包括肝脏在内的全身组织器官
的负担，阻止脂肪肝转向肝硬化。

三要去除对肝脏损害的各种不
利因素，包括停服一些口服降脂药、
降糖药，甚至一些保肝药也不能长
期大剂量口服。

典型病例：王某，女，27岁，身高160
厘米，体重65公斤，超重18％。2017年
11月30日因多饮、多尿两个月，足跟麻
木、疼痛诊断为糖尿病，治疗效果不好来
到 我 院 。 患 者 入 院 时 平 均 血 糖
16.23mmol/L，HBAIC为10.1％，尿微
量白蛋白33mg/L，胰岛功能检测提示
高峰延迟，甘油三酯7.5mmol/L，微循环
重度异常，腹部超声提示重度脂肪肝，谷
丙转氨酶89单位。诊断为2型糖尿病、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高脂血症、重度脂肪
肝、代谢综合征。治疗:对其采取糖尿病
健康教育，指导其科学饮食和运动。采用
低食物升糖指数和高蛋白食物，并每天坚
持三餐后有氧运动45分钟以上，采取“保
护胰岛细胞的综合疗法”控制病情，采用
胰岛素泵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减轻高糖
毒性对全身机体组织的损害。采取改善
全身微循环和神经纤维兴奋性的方法，修
复受损伤的全身血管、微循环和胰岛B细
胞。并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应用生理
性降脂方法，在保护肝脏不继续受损的情
况下将血脂降至正常水平。积极治疗重
度脂肪肝其相关并发症。患者住院26
天，复查血脂:甘油三酯从7.5mmol/L降
到1.5mmol/L，体重减轻6公斤，胰岛素
用量从入院时的最大42单位，到出院时
完全停用胰岛素和其他口服降糖药，仅靠
饮食和运动就将平均血浆血糖值控制在
5.6—6.2mmol/L左右，患者住院期间和
出院后，口服我院特制的膳食纤维素，每
日3次，每次8片，未用保肝和降脂药。6
个月后复查，谷丙转氨酶35单位(至正
常)，B超提示脂肪肝由重度变为轻度，胰
岛细胞得以不同程度的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 4月 23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官法》公布，自2019年 10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4月23日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检察官法》公布，自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4月23日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八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
部法律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于 2019 年 4月 23日通过，现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
修改条款自 2019年 11月 1日起施行，其他法律的修改条款自本决定公布之日

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9年4月23日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二十九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吴嘉林

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这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

在“一带一路”建设经历近6年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高峰论坛时隔两年再次
举行，会议有哪些具体安排？有什么特
殊意义？又将取得哪些成果？

看点一：参会规格空前，中国将传递
什么信息？

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高峰
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程主持
领导人圆桌峰会。中国领导人将向世界
传递什么信息，与各方领导达成哪些共
识，值得高度关注。

同时，本届高峰论坛参会规格超过首
届。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等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
裁将出席本届高峰论坛，法国、德国、英国、
西班牙、日本、韩国、欧盟也将派出领导人
委托的高级代表与会。共有来自150多
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位
外宾将出席，涵盖了全球五大洲各个地区。

“本届论坛的嘉宾阵容比第一届更
为强大，这体现了‘一带一路’日益增长
的影响力、吸引力。”清华大学国家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丁一凡说。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
华黎明说，相比首届论坛，更多的国家积
极前来参会。东盟十国领导人将悉数参
会，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西方国家领
导人也将出席。“这是国际社会用行动给

‘一带一路’投出的信任票。”
“习近平主席将与各方领导人在论坛

上充分交流，为‘一带一路’未来发展作出
顶层设计。”华黎明认为，高峰论坛一方面
给中外领导人提供了多边磋商沟通的平
台，另一方面也是发展巩固双边关系、谋
划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重要契机，有助于构
建更加广泛、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网络。

看点二：如何推动“一带一路”实现
高质量发展？

经过近6年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从
理念变成行动、从愿景变成现实，成果超出
预期。目前，已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
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
6万亿美元、投资超过800亿美元。

“‘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不仅体现
在量，更实现了质的提升，超越了‘沿线’
国家的地理范畴，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
平台。”丁一凡说，总结成功经验，规划未
来发展，是本届高峰论坛的重要意义。

当前，在完成总体布局、绘就一幅
“大写意”的基础上，推动“一带一路”向
高质量发展转变、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
笔画”，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

“如果说首届论坛主要推动各方对
合作理念、路线达成共识，那么第二届论
坛就是要制定更具体的举措，推动‘一带
一路’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国际
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蒋希蘅说。

蒋希蘅表示，如何通过高峰论坛针
对一些问题改善薄弱环节、促进“一带一
路”建设走深走实、凝聚更大共识，也是
本届论坛的讨论议题之一。

看点三：分论坛比首届增加一倍，如
此设置有何考虑？

创新安排是本届高峰论坛的另一
亮点。分论坛数量扩大到12场，比首届
增加一倍。在原有的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智
库交流分论坛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以廉
洁、数字、绿色、创新、地方合作、境外经
贸合作区为主题的分论坛。

“新设的分论坛不仅抓住了全球经
济、产业、科技的发展趋势，更指明了‘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和内涵，有助
于对标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规则和最佳实
践。”蒋希蘅说。

华黎明认为，在相关分论坛上，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的各方将就廉洁、环保
等共同关注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这
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本届高峰论坛还将首次举办
企业家大会，为各国工商界对接合作搭
建平台。对此，蒋希蘅表示，国际社会对

“一带一路”理念高度认同，但不少企业
还没有找到畅通的参与渠道，企业家大
会将会帮助企业寻找解决方案。

看点四：论坛预期将收获哪些成果？
论坛期间，领导人圆桌峰会将发表

联合公报，各方将达成一系列政府间合
作协议和务实合作项目，一些发达国家
和国际金融机构将同中方签署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文件，各国工商界将签署一批
合作项目协议……预期成果十分丰硕。

据报道，世界银行发布研究文章指
出，“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可以额外帮助
全球多达34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其中
2940万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介绍
论坛情况时表示，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务实合作进一
步向民生领域倾斜。

“诸多合作项目已经充分证明，‘一
带一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
建设带来巨大提升，从而推动经济发
展，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造福当地民
众。”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
梁海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预计达成诸
多务实项目协议，切实改善各国人民的
生活。

4月上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专家表示，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
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高
峰论坛达成的诸多共识将提振国际社会
信心，为世界经济创造动力，给人们带去
新的希望。

“通过本届论坛的规划安排，通过各
方认真落实、积极行动，‘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的成果将真正惠及各国人民，进
一步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说。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哪些看点值得期待？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者
吴雨）银联国际23日对外宣布，与老
挝、印尼、泰国等多国金融机构签署
合作协议，在银联卡发卡、银行卡支
付转接系统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共
同推进“一带一路”沿线支付服务。

根据协议，银联将与老挝金融
机构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共同运营
老挝国家银行卡支付系统；印尼、泰
国本地主流银行将发行银联高端卡
产品；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银行与
银联签署了一揽子发卡合作协议；
马来西亚大马银行将推出当地首张
支持非接触支付功能的银联信用
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
示，此次达成的一系列合作进一步展
示了中国支付行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支付合作共赢取得的新成果，
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和地区支付行
业升级发展。

中国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介绍，近
年来，银联持续加大对“一带一路”沿
线市场和业务领域的资源倾斜和投
放。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有106
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业务，累计
发行超过4300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
逾 1200 万家商户 80 万台 ATM，比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了
超过25倍、8倍和3倍。

银联国际携手
多国金融机构
共推“一带一路”
沿线支付服务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新华社评论员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
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
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
危与共。”23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
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
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
团长时，提出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
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
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
体重要理念，彰显了深邃的历史眼光、
深刻的哲学思想、深广的天下情怀，为
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海洋对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连通了
世界、促进了发展。当今世界正面临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海洋问题形势严
峻，制约着人类社会和海洋的可持续发
展。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全球海
洋治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
重要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
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大势，敏
锐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
念。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海洋命运共
同体理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丰富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
海洋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在全球治
理特别是全球海洋治理领域贡献的又
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必将有力推
动世界发展进步，造福各国人民。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力抓手。当今世界，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然而冷战思维并没
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走出冷战思维
窠臼，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树立海洋命

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平等协商，完善危
机沟通机制，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
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共同增进海洋
福祉，才能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为建设
新型国际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深化“一
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实践的行动指
南。600多年前，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
西洋，留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友好交
往的千古佳话。当今世界，以海洋为
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
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大倡议。几年来，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正成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展现出旺盛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再过几天，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开幕。高扬合作
之帆，深化务实合作，必将有力促进和
平发展繁荣，给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家园。海军作
为国家海上力量主体，对维护海洋和平
安宁和良好秩序负有重要责任。各国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增进互信，加强海
上对话交流，深化海军务实合作，走互
利共赢的海上安全之路，是维护海洋和
平安宁的治本之策。正如这次多国海
军活动所表明的，中国海军将一如既往
同各国海军加强交流合作，积极履行国
际责任义务，努力提供更多海上公共安
全产品，始终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天高海阔千帆进，波涛在后岸在
前。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理念也是
实践，昭示着海洋和平与繁荣的光明前
景。中国将同世界各国风雨同舟、携手
同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共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记者 李学勇 李宣良
樊永强 梅世雄

共享海军荣光，逐梦蔚蓝海洋。
在人民海军70华诞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出席在青岛举行的庆祝人民海军成
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

水中蓝鲸蹈海，海面战舰驰骋，空中
战鹰呼啸，陆战队员精锐列阵……规模
空前、精彩纷呈的新时代海上大阅兵，把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庆典推向高潮。

中国红，海军蓝——进入4月的“帆船
之都”处处洋溢着喜庆气氛。作为太平洋
西岸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和海上运输枢
纽，青岛伸展双臂迎接五洲宾朋的到来。

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
13个国家的18艘舰艇远涉重洋，汇聚黄
海，共贺中国海军华诞。

70年波澜壮阔，70载奋进跨越。从
长江之畔的江苏泰州白马庙启航，人民海
军一路劈波斩浪，走向远海大洋，逐步发
展成为一支能够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海上武装力量。

青岛奥帆中心码头，海风习习。
担负检阅任务的西宁舰，按照海军

最高礼仪悬挂代满旗，五星红旗、八一军
旗迎风飘扬。61个国家海军代表团团

长，身着盛装，在西宁舰上期待一个盛大
时刻的到来。

13时许，西宁舰犁开洁白的航迹，驶
向阅兵海域。

人民海军向前进，胜利航程党指
引。进入新时代，人民海军坚定不移加快
现代化进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
加速向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迈进，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的人民海
军，正以全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14时 30分许，检阅舰抵达阅兵海
域。激越昂扬的《分列式进行曲》响起，海
上阅兵正式开始。

检阅舰舰艏左前方，苍茫海天间，出
现一条战舰长龙。

海面上，32艘中国海军受阅舰艇编
成潜艇群、驱逐舰群、护卫舰群、登陆舰
群、辅助舰群和航母群，破浪驶来。天空
中，战机梯队呼啸临空。

此时，阅兵海域雨雾弥漫，能见度仅
百余米。

“大国重器”震撼亮相。首先接受检
阅的是新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在它带领
下，其他7艘潜艇逐一通过检阅舰。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向历史的
告慰：向海则兴，背海则衰。中国正迈向
建设海洋强国的崭新征程，中华民族向海
图强的世代夙愿正逐步变为现实。

“同志们好！”统帅的亲切问候，在受

阅官兵心中激荡。
“主席好！”受阅官兵的铿锵回答，表

达了士兵对统帅的赤胆忠诚。
黄海波飞浪卷，巨舰劈波向前。
由国产新型万吨级驱逐舰南昌舰领

航的驱逐舰群，踏浪而来，气势如虹。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对未来的宣

言：不能制海，必为海制。在大风大浪、远海
大洋中淬炼成长的人民海军，有信心、有能
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信心、
有能力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水兵的飘带迎风飞扬，蓝色迷彩与
大海浑然一体。

执行首批亚丁湾、索马里护航任务的
武汉舰、海口舰，在战火纷飞的也门撤离多
国侨民的临沂舰，多次赴海外执行人道主义
救援任务的和平方舟医院船……在构建海
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国海军一次次走
出国门，担负起一支大国海军的责任与担当。

如同移动的海上山岳，“辽宁号”航
空母舰破浪而来。

海军副司令员邱延鹏说：“中国海军
始终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始终做海洋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者、维护者和贡献者。”

海水滔滔，舰阵巍巍，这是对和平的
担当：海纳百川，兼济天下。中国致力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坚定力量，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
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15时许，西宁舰调整航向，划出一道
白练，恰如一条友谊的纽带连接中外。

国际舰队检阅，是海军这一国际性
军种特有的海上礼仪活动。

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
的18艘舰艇，悬挂代满旗，按照作战舰
艇、辅助舰船的顺序，按吨位大小从检阅
舰前依次驶过。

笛声阵阵，鸥鸟翔集。广袤的大海
见证了中国海军的胸襟与自信。截至4
月，人民海军先后100多次出访94个国
家138个港口，与外军联演联训60余次，
37个国家的344艘次舰艇先后访华。

同一片海洋，同一个梦想。
“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

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
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
共。”习近平主席在当日上午集体会见出
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
表团团长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共鸣。

15时30分许，在《友谊地久天长》的
乐曲声中，气势宏大的海上阅兵圆满结束。

“这是属于所有水兵的荣光时刻。”
贵阳舰一级军士长魏守君说，“接受检阅，
是我们无上的荣耀；守卫和平，是我们毕
生的职责。”

豪情，洒满航程；海洋，联通世界。
中国黄海上的和平乐章，必将远播四

海、响彻寰宇！（新华社青岛4月23日电）

奏 响 新 时 代 海 上 和 平 乐 章
——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纪实

新华社北京4月 23日电 （记者
许晟）记者 23 日从国家开发银行获
悉，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果中，涉及国开行的 2500 亿元
等值人民币“一带一路”专项贷款，目
前已完成合同签约 2607 亿元等值人

民币。
在该专项贷款支持下，一批基础设

施、产能合作、金融合作和民生环保领
域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比如，在基础设施领域，国开行融
资支持印尼雅万高铁建设；在国际产能

合作领域支持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炼
油厂升级改造等重大项目；在金融合作
领域，通过银团贷款、联合融资、同业授
信等方式向“一带一路”沿线金融机构
累计授信1034亿元等值人民币；在促
进民心相通方面，2013年至2018年末

累计面向“一带一路”沿线举办120次
交流活动等。

另据介绍，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际业务余额1059
亿美元，累计为600余个“一带一路”项
目提供融资超过1900亿美元。

国开行已完成2607亿元“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