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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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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厦门人，××山庄酒店试住活动来啦！”
“免费试睡！厦门藏在山上的仙境酒店！”近来有不少
厦门市民的朋友圈被这些内容刷屏，根据其内容提示，
只要关注该公号并在朋友圈分享相关推文即有机会抽
中3天2晚或2天1晚不等的试住机会。不少用户在分
享后发现，自己不仅没有获得试住机会，相关链接还在
不久后被发布者删除或被微信屏蔽。

记者在朋友圈搜索后发现，除厦门外，国内不少城
市都出现过类似“分享赢取酒店试住”的营销信息。其
中不少链接需要用户填写手机号、姓名甚至身份证号
等个人信息，并声称这些信息将用于兑奖时“验证所
需”。备案信息显示，这些公众号多分属不同的信息科
技公司，营业范围也以“商业推广”为主。

微信团队表示，针对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酒店试
住”文章，根据《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的相关规定，
对于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提供有偿或无偿服务，骗取他人钱财或诱使他人关
注、分享相关信息的行为，一经核实，微信公众平台将
对其进行账号部分功能限制直至永久封号处理，并有
权拒绝再向该运营主体提供服务。 据新华社

20岁的武汉姑娘菁菁受凉后全身酸痛乏
力。她自服感冒药坚持上班。次日，“感冒”未见
好转，还出现了高烧、胸闷等症状，医生对她进行
消炎治疗后，病情反而加剧。菁菁后被转到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经诊断，她
患的不是感冒，而是猝死率高达50％－70％的心
血管急危重症——暴发性心肌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心内科主任汪道文说，暴发性心肌炎大部分患
者有病毒感染，多以感冒、发热、腹泻、胸闷不
适为早期症状。暴发性心肌炎发病快，患者出
现症状数小时至数日内，病情急转直下。其死
亡率比一般器质性心脏病变引发的慢性心力
衰竭还要高。

“暴发性心肌炎早期症状类似感冒，常被误诊
为上呼吸道感染或胃肠型感冒。临床上对这种疾

病的潜伏期认识不足，大多参考西方指南和经验，
让心脏更强运转，这对患者病情无异于雪上加
霜。”汪道文说。

在同济医院，医
护人员对菁菁实施
了自创的救治方案：
24小时严密监护生
命体征，进行抗病
毒、免疫调
节、血液净
化等联合
治疗。经
过两周左右的
救治，菁菁终于
逃 离 了 鬼 门
关。 据新华社

感冒误诊警
惕

暴发性心肌炎是导致青壮年猝死的一大罪魁。然而其早期症状常被误诊为上呼吸道感染或胃
肠型感冒。专家建议，青壮年“感冒”在治疗后不愈，并出现高烧、胸闷等加重症状时，宜及时排查暴发性心肌炎，
以免延误治疗时机。

谨
慎酒店试住

经
验同性救治

这篇研究论文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网络版上。通常来说，心脏病发作（急性心肌梗死）
被送至医院急救的患者中，死亡率大约为12％。而据
医学统计分析，其中女性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
显著高于男性。

为何女性患者由女医生救治生存几率更佳？研究
人员认为，这可能因为急性心肌梗死女性患者的症状
与男性患者不太一样，而且女性患者相对来说更容易
出现延误抢救时机的情形。急救过程中，女医生能更
好识别女患者的各种心肌梗死症状。

男医生救治女性心肌梗死患者似乎更为棘手一
些。从数据来看，男医生急救处置的女性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数量越多，救治生存几率会相应更高一些。这
表明，男医生需要靠救治更多女性患者来积累针对女

性患者的特殊救治经验，才
能缓慢提高救治效果。此
外，如果男医生在实施急救
时团队中有更多女医生参
与，其救治的女性心肌梗死
患者生存率也会有提升。

研究人员还建议，以美
国为例，医院急救系统中男
医生比例要明显高于女医
生，因此从长远来看，最简单
有效的举措是着力提高急救
体系中女医生比例。

据新华社

哈佛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对1991年至2010年
间美国佛罗里达州因急性心肌梗死被送至医院急救治疗的超过
50万例病例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患者与救治医生之间
的性别匹配事关生死：女性患者如果由女医生实施急救，其存活
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暑期出游高峰过后，不少想错峰出游的人们已开
始着手制定出行计划。近段时间以来，微信朋友圈不时出现
“××酒店试住”的推文，分享者还邀请好友点赞，以期获得“中奖
资格”。微信团队提醒，此类分享部分涉嫌为公众号引流或骗取
个人信息，用户需谨慎对待此类信息。

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首任会长、
北京协和医学院变态反应学系主任尹佳说，由于
北方地区多见的蒿属植物立秋时节开花，花粉量
大，多风干燥时空气中花粉浓度高，容易诱发过
敏。起初，眼睛痒、打喷嚏、流鼻涕等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结膜炎症状较为常见；从8月中下旬至9
月上旬，部分患者会出现哮喘严重发作，需要急诊
治疗。

“相对于花粉症等过敏性疾病日益高发的形
势，我国公众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还存在许多误
区。”据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录介
绍，人们往往把过敏性疾病误认为一般性感冒、皮

炎等，自行使用一些缓解症状的药物了事。过敏
被列为全球第六大慢性疾病。随着人们生活方式
和环境的改变，我国过敏性疾病患者逐年增多，但
对过敏性疾病的认知和治疗不足。

错误的诊疗方法也会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尹
佳说，有些基层医生对花粉过敏症状不了解，往往
使用三素一汤（抗生素、激素、维生素和葡萄糖）进
行输液治疗，看似两三天就能止住症状，但停止输
液后症状很快再次出现，严重的哮喘病人甚至会
反复发作好几次。专家指出，预防花粉过敏首先
要避免接触花粉，比如在花粉季节门窗紧闭，尽量
减少外出，出行时戴上帽子和口罩。 据新华社

花粉过敏
注
意

立秋前后是中国北方地区夏秋季花粉症集中爆发的时期。专家提醒，花粉季应注意避免接触过
敏源，一旦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不排除有过敏可能，应及时就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中医诊疗康
复中心主治医师王亚南认为，无论三伏贴还是贴
秋膘，根本上是中医“天人相应”及“未病先防”思
想的体现。秋冬季节阴寒亢盛，易致阴阳失衡、患
上寒性病症，因此应尽量让身体的阳气在秋冬季
节仍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那么贴秋膘是否等于多吃肉？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营养师张凡认为，贴秋膘进补不等于
只增加肉类、脂肪等的摄入以肉贴膘，而要结合自
身营养状况，吃得健康。中医认为秋天比较燥，肥
腻的肉类、油炸食品不宜多吃，防止上火和消化不
良。

张凡说，秋天更建议平补，可选择百合、山药、
红枣、莲子等具有健脾、养胃、润燥等特点的食
物。此外一些地方有啃秋的习俗，如在立秋当日
吃西瓜等。立秋后天气转凉，不再适合吃太多西
瓜这类寒凉的水果，以免对胃肠产生刺激。

王亚南提示，虽说立秋节气已至，可
仍处于三伏天中，天气仍较为炎热，人们

贪凉的行为随处可见，例如
对空调的过度使用、饮食上
食寒饮冷等，建议不要贪凉，
避免影响脏腑自身的调节能
力。

此外专家认为，贴秋膘
并非对每个人都必要和适
用。如果目前体重处于正常
范围内、营养状况也不存在
不足，并不一定要额外贴秋
膘，根据身体状况注重日常
健康饮食即可。 据新华社

贴秋膘
误
区

立秋以后，是否一定要多吃肉，以肉贴膘？专家建议，入秋后要防上火、莫贪凉，贴秋膘不等于吃
肉，应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平衡营养饮食。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91号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

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18年9月9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
外）到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
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8年9月
10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
楼2楼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
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
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
cn/）“土地出让”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
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份、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
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20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竞买人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
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8月1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将对桂溪街道三合片区3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
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出让人：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008

地块位置

桂溪街道三合片区
3号

用途

商住

出让面积(㎡)

54640

最大计容可
建面积(㎡)

＜87424

建筑密度（%）

＜55

绿地率（%）

＞10

出让年限

商业40年

保证金(万元)

3700

底价(万元)

7267.12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国土房管告〔2018〕92号

三、竞投者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

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18年9月9日下午5时（节假日除
外）到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或直接在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
众信息网和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定于2018年9月
10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
楼2楼举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
2018年9月10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
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djjyzx.gov.
cn/）“土地出让”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标保证

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
银行到账凭据进入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法人代表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诺书、由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2份、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
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竞买资
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20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国土房管局公众信息网）

竞买人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
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款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
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8月10日

根据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
（第39号令）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将对桂溪街道三合片区4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
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
出让人：垫江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编号

dj2018-1-009

地块位置

桂溪街道三合片区
4号

用途

商住

出让面积(㎡)

54495

最大计容可
建面积(㎡)

＜96912.9

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出让年限

住宅50年
商业40年

保证金(万元)

3700

底价(万元)

722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