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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适度肌肉力量关联Ⅱ
型糖尿病风险较低。这意味着平常从事适度肌力训练可能有助降低Ⅱ型
糖尿病患病风险。研究结果11日刊载于《梅奥诊所学报》网络版。

研究涉及4681名20岁至100岁志愿者。研究开始时，所有志愿者都
不是Ⅱ型糖尿病患者。平均随访8.3年间，229人患上Ⅱ型糖尿病。计入年
龄、性别、体重等因素后，研究人员发现，肌肉力量达到中等水平的志愿者
罹患Ⅱ型糖尿病的风险比肌肉力量较差者低32%；这一关联并不受志愿者
是否经常饮酒或吸烟、肥胖或患高血压影响。不过，肌力更强并不关联风
险更低。

今日医学新闻网站援引论文作者之一达克—哲·李的话报道，“作为研

究人员，我们有多种方式评
估肌肉力量，比如握力和仰卧推
举”，现阶段研究显示，即便是适
度肌力训练也有益降低Ⅱ型糖尿
病，不过，难以明确具体训练量。研
究人员打算下一步研究不同人群从事不同
强度肌力训练关联的不同益处。

据新华社

昨日上午，我市召开“重庆市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动员部署暨培训会”。记者了解到，从20日零
时开始，我市将启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本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共有25个中选药品，
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25个中选药品中，就有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长期服用的原研药品格列卫的仿制
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降价之后每盒623.82元。

处方审核
引导医生使用
中选药品

怎样保证患者在医院就诊用药时尽量用到中选药品，让患
者节省费用？市医保局药品价格与招采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方面保证医院其他非中选药品的用药，另一方面也将做好中选
药品采购和使用动态监测，建立完善相关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
制度。

比如，市医保局会同有关部门对集中采购药品的采购和使用
情况进行监测分析，定期通报医疗机构采购、汇款、使用等情况，
对未达进度的医疗机构及时通知提
醒，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使用集中采
购药品。

针对同类病症，市卫生健康委牵
头，引导医生使用中选药品，进行处方
审核，使用未中选药品处方用量增长
异常的医生将被约谈。对于优先使
用、保证用量的医疗机构、临床科室和
医师，要在公立医院改革奖补资金、评
优评先、职称评定中予以倾斜等。

上述负责人表示，试点工作是对
以后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集中采购
药品探索路子。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何浩体检神器
一分钟检查全身系统

专家提醒检查结果参考意义极小

？
“这种机器只需要双手摸在上

面就可以做体检了，连血脂血氧含
量都能测出来！”家住渝中区大坪正
街的钱女士向记者反映，她家附近
的一家足疗店里出现了一台体
检神器，最近她和几个朋友都
去测过，“一分多钟就
能看见体检报告。”

专家提醒

“坏胆固醇”水平过高
可致脑卒中风险增加

大部分为较贵的常见慢性病用药

四种泡脚
比吃药管用

古人云：“人之有脚，犹似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说明人
的脚部变化能够反映身体旺盛程度与衰老变化。经常用热水泡脚，能刺激
足部穴位，促进血气运行，调理脏腑，舒通经络，增强新陈代谢，从而达到强
身健体、祛除病邪的目的。加入不同的药物浴足，更可发挥不同疗效，达到
外用内治的作用。这里给大家推荐四种泡脚方法，坚持做下去，会有意想
不到的保健效果。

艾叶泡脚

艾叶辛、苦，性温，既可作为中药内服，又可
做成药膳，如艾糍、艾叶煎蛋等，艾叶煎水泡脚有
胜似内服的疗效。

1.温经散寒。艾叶泡脚有温经活血、散寒止痛
的作用，促进血液循环、经脉通畅，还能祛黑眼圈。

2. 除脚癣、脚气。艾叶外用有抗菌消炎、抗
过敏等作用，用来泡脚可有效改善脚气、脚癣等
脚部皮肤疾患。

3. 治风寒感冒。艾叶有散风寒、抗病毒的作
用，对于风寒感冒有一定疗效。

白醋泡脚

白醋主要以粮食 为 原 料 酿 造 ，中 医 认 为 白 醋 味
酸，性苦、温，可活血散瘀、消食化积、消肿软坚、解
毒杀虫。

1.促进血液循环。白醋加入温水后能较快地透过脚部皮
肤吸收，起到软化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适合高血压、高血脂、慢性

疲劳综合征等。
2.软化角质。白醋有活血散瘀作用，经常泡脚可软化脚部皮肤角质层，

改善粗糙情况，令皮肤光滑有弹性。

柠檬泡脚

柠檬味甘酸，性平，能生津解暑、和胃安胎。
1.促进新陈代谢。柠檬含丰富的柠檬酸、维生素C，可促进新陈代谢，

有效缓解疲劳及延缓衰老。
2. 去除脚气。经常用柠檬泡脚对脚气、鸡眼等脚部皮肤病也有一

定疗效。

生姜泡脚

生姜味辛，性微温，能温经散寒。
1.驱散寒气。生姜泡脚能温通经脉，可有效改善微循环，缓解手

脚冰冷症状，对风湿寒痹效果很明显。
2. 防治风寒感冒。生姜有解表散寒作用，可

有效预防治疗轻症风寒感冒。

经常泡脚可防病治病，还可改善体质状况，但也需
辨证使用，一些泡脚事项平时要多加注意。浴足桶宜
用木桶或浴足专用桶；孕妇浴足一般情况不加药物，可
加粗盐；老年人如感觉胸闷、头晕等，应暂停浴足；浴足水

温不宜超过45℃，时间20分钟左右为宜；饭后1小时内不
宜浴足。

据生命时报

扫描二维码，可了
解25种集中采购试点
中选药品详细清单。

以量换价
11个城市

试点“团购”
记者了解到，1月17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方案》（国办发〔2019〕2

号），在“4+7”城市（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4个直辖市和沈阳、大连、厦门、广州、深
圳、成都、西安7个副省级城市）开展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通过跨区域联

盟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机制和
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
国家组织包括重庆在内的 11 个试点城市联

盟，按照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
的60%~70%估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企业主动降

价，以量换价，减少流通环节，降价效果明显。市医保局药
品价格与招采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就是一种‘团购方式’，集

中购买这25类药是以治疗慢性病为主，老百姓以前购买药价负担重的
治疗类用药。”

本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共有25个中选药品，中选价格平均降幅
52%，最高降幅96%，预计我市降低药品费用约1.91亿元。其中，所有中选药品中有3
个原研药品和22个通过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作为此次集中采购试点的
门槛，是基于一致性评价后的药品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处于同一层次。

25种药品
患者直接享受
采购价

记者从集中采购试点中选药品清单
中发现，这些药品大多为治疗高血压、白
血病等慢性病的药品，如慢性髓性白血病
患者长期服用的原研药品甲磺酸伊马替
尼片（格列卫），每盒约13000元，每年需
约46万元，患者负担较重，此次中选的“格
列卫”仿制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每盒
623.82元，每年药品费用只需约2.2万元，
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此外，还有治疗乙肝的恩替卡韦分
散片降幅最大，达到96%，通过集中采
购和使用试点后，每盒只需要17.36元。

“集中采购价就等于公立医院的
零售价，也是医保结算价。”市医保局
药品价格与招采组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市公立医院从3月20日零时开始试
点实施集中采购药品价格。主要包括
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妇幼
保健院、精神病院、传染病院、结核病
院、职业病防治院等，以及国企医院和
在渝部队医院。

一分钟出具检查报告

前日晚上，记者根据钱女士提
供的地址，来到位于渝中区石油路
的这家足疗店内，钱女士所说的体
检神器就安放在等待的大厅里。

该店工作人员介绍，使用这台
智能健康检测机不会收费。记者坐
在健康检测机前，点击进入健康检
查程序，屏幕上出现一个二维码，

要求记者先关注微信号，点
进去后发现是该足疗店
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以后，检查
正式开始。检测过
程中，屏幕上出现
身体各个系统的
名称以及相对应
的检查百分比。
不到一分钟，屏幕
显示检查完成，并

将体检报告发送到记者刚刚关注的足疗店微信公众号中。

对身体十大系统评分

打开这台智能健康检测机发送来的检测报告，先是对身体
状况的总评分，然后是汇总分析。记者收到的报告中写着“身体

状况为亚健康，有3项重度风险，4项中度风险，13项轻度风险”。
报告分为健康指数和身体状况两部分。健康指数中，详细罗列

了包括循环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在内的10大项检测结果，每一
大项下又有3~10项不等小的检测指标，总共罗列有约70个检测指标，

每个指标后并不像一般健康体检一样的参数，而是一个满分为100分的分数。
在身体状况这一部分，对反应力、脑力、缺水、缺氧、情绪指数等情况都进

行了打分。拿到体检报告后，记者询问该店工作人员这份检测报告的可信程
度。对方回应，“我们也不清楚，引进机器主要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一项服务。”
对方介绍，机器引进后，大多数是等待的顾客用来打发时间。

不少市民持怀疑态度

记者查询发现，从2018年底开始，这样的健康检测机就陆续在北京、成都
等多地出现，大多在商场或者一些门店内使用。

昨日，记者采访了10位市民，其中8位都表示对这样的检测结果持怀疑
态度，“如果真的一分多钟就能全面检查，那还要医院体检干嘛？”此前，家住大
坪时代天街的周恒在等待做足疗的过程中，使用了石油路的这台健康检测机，
拿到报告后选择一笑了之，“我看就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加他们的公众号。”

也有认为检测机结果可以参考的市民，市民邱女士就曾经在外地花了15
元利用类似的智能检测机进行了一次身体检测，“我觉得是有依据的，中医不
也有看人的面相来看病的吗？体检机上的摄像头不就是看面相吗？”

检测结果没有参考意义
仅凭一个摄像头对面部进行摄像和通过两个金属点接触手部皮肤就能

出具一份涉及全身系统、有近70个指标的体检报告，这可能吗？记者就此采
访了市第四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副主任谢勤丽。

谢勤丽介绍，目前的身体内各项机能的检查，都需要借助相应的医学手
段和方法对受检者相对应的身体结构进行详细的身体检查。以一般的健康
检查为例，血脂、血糖等指标都需要进行血液化验，“目前，还没有无创化验的
方式。”即使血液化验，准确度也不同。

针对有市民提出健康检测机摄像头如同中医面诊的说法，谢勤丽介绍，
中医的面诊和手诊建立在中医师多年的临床经验上，并不是机械性地数据采
集。

“总体来说，这样的体检报告对检查者的参考价值并不大。”谢勤丽提醒，
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机体，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都是非常个性化的，而且
与他所处的环境也有紧密的关系，机体的每一项指标都对这个人的身体有特
殊的意义，“目前，血液生化检查仍旧是对人体机能最准确的检查方式。市民
如果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怀疑，一定要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石亨

中英两国研究人员11日在英国《自然·医
学》杂志发表报告说，如果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即所谓“坏胆固醇”）水平过高，会增
加缺血性脑卒中发病风险。

脑卒中又称中风，主要有两种类型：脑内血
管阻塞所致的缺血性脑卒中；脑内血管破裂引
起的出血性脑卒中。

中国和英国的学者基于一个名为“中国慢
性病前瞻性研究”的项目，对血液胆固醇水平与
不同类型脑卒中风险的关联进行了深入分析。
这个项目调查的人群涉及中国10个地区的50
万名中年人。本次研究选取了9年随访期内出
现的5000多例缺血性脑卒中病例和近5000例
出血性脑卒中病例，并将他们的各类血脂水平
与6000余名健康人进行对比。

团队分析发现，“坏胆固醇”水平与缺血性
脑卒中的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即水平越高发病
风险越大；但“坏胆固醇”水平与出血性脑卒中
的风险呈负相关。进一步整合并分析全球降脂
临床试验的结果后，团队认为有必要更广泛推
广他汀类降脂药物的使用。

报告作者之一、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
康系教授陈铮鸣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当
前中国临床使用他汀类降脂药物的普及度不
高。按照国际健康指南，对那些心血管疾病高
危人群来说，不仅要改善生活方式，还应服用他
汀类降脂药来控制相关病情。不过，对于具体
病例而言，患者用药仍应遵医嘱，不应擅自用
药。 据新华社

举铁练肌肉
或降糖尿病风险

这25种药
平均降价52%

20日起我市公立医院

新闻面对面>>

此次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具体哪些
药品降幅最高，会对老百姓带来哪些利好？

对此，记者采访了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局长但彦铮，
对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1、问：药品集中采购，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
能否举例说一下药品降价幅度？对老百姓就医带来好处在哪？

答：本次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共有25个中
选药品，中选价格平均降幅52%，最高降幅96%，这些药品大多
数是百姓看病过程中慢性病常见使用药品。

如高血压患者长期服用的阿托伐他汀钙片（20mg），每盒价
格由42.84元降价到6.6元，每年药费由2233.8元降至343.1元。

如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长期服用的原研药品甲磺酸伊马
替尼片（格列卫），每盒约13000元，每年需约46万元，患者负担
较重，此次中选的格列卫仿制药——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每盒
623.82元，每年药品费用只需约2.2万元，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

2、问：药品集中采购在公立医院药品用量中占比能占到多少？
答：按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方案》要求，

试点地区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年度药品总用量的60%～70%估
算采购总量，进行带量采购。

3、问：如何保障患者在就医过程中，能够合理使用到这些
价格低廉的集中采购药品？

答：《意见》要求各试点地区医保部门按照“按月监测、年度
考核”的方式，监测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国家试点药品集中采购
的情况，并将其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和医保费用
考核，从严管理。

对采购结果执行周期内未正常完成中选品种采购量的医
疗机构，相应扣减下一年度医保费用额度。

同时，引导医生开处方时用集中采购药品，并开展医疗处
方点评、审核，将用药情况纳入考核，对未中选药品处方用量
增量异常的医生，进行专项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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