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
今年的主题是

应对糖尿病

有宣传把糖尿病称为“吃出来的病”，并认
为单靠控制饮食就能“不治自愈”，甚至宣扬某
种食品的“食疗功效”，号称能“根除”糖尿病。

糖尿病有两种主要形式：I型糖尿病和II
型糖尿病。前者特征是缺乏胰岛素分泌能力，
无法预防；后者更常见，是由于自身无法有效

利用胰岛素造成，可通过控制饮食、适量运动
达到一定预防效果；两者目前均不能根治。

在II型糖尿病治疗方面，改掉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有利于治疗，但定期检测血糖、进行必
要的药物控制同样重要。迷信“食疗”、宣扬

“根治”，都是伪科学。

“吃出来的病”
真能“吃回去”？

在控制饮食方面，最常见的误区就是糖
尿病患者应该远离任何形式的糖。因此有
所谓“健康食谱”称，糖尿病患者不能吃主
食、肉和水果。

从科学角度讲，糖尿病饮食重在“平衡”，
各营养素之间要保持一定比例。比如，碳水化
合物不按50％－60％的比例摄入，可能导致
脂肪的过度分解，出现酮症，甚至发生酸中
毒。因此，糖尿病患者的主食量一般不宜少于

150克至200克。
同样道理，肉食摄入过少也会带来健康问

题，比如使机体蛋白质不足易导致患者抵抗力
降低。至于水果，其甜味主要由果糖来决定，
但果糖的代谢不需要胰岛素。如果餐后血糖
低于10，可以摄入一些水果，吃水果的最佳时
间是两餐之间。

记者 刘石磊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对“糖”
要避之千里？

有些人认为糖尿病只是一种普通的慢性
病，不必重视。中国研究人员2013年在《美国
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依调查
结果推算，中国约70％的糖尿病患者不知道
自己已患此病，而接受治疗的成人糖尿病患者

中，血糖控制率不到40％，公众对糖尿病缺乏
重视。

事实上，如不加干预，糖尿病会导致失明
和截肢等严重后果，患者发生冠心病、脑卒中、
尿毒症的危险性高出普通人数倍。

糖尿病
“不是严重疾病”

无需干预？

近年来，中国糖尿病发病率迅速增长。然而，糖尿病知识普及仍然不够，
公众认知误区还有不少。以下是根据已有科学结论整理的几个常见问题。

8.5％
糖尿病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

流行病。在全球 18 岁以上成年人
中的发病率已从 1980 年的 4.7％
升高至 2014 年的 8.5％。令人担
忧的是，糖尿病发病率仍呈上升趋
势。

150万人
2012 年，全球共有约 150 万人

直接死于糖尿病。另外，高血糖会
增加人们患心血管和其他疾病的风
险，这也造成了大约 220 万死亡病
例。

据世卫组织预测，到2030年，糖
尿病将成为全球第七大主要死因。

80％
世卫组织报告说，超过80％的糖

尿病死亡病例发生在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在发达国家，大多数糖尿病
患者已过退休年龄，而在发展中国家，
患者的年龄大多在35岁至 64岁之
间，这对民众健康和社会经济产生了
重大影响。

关于糖尿病的9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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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征集合作企业信息的公告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有意向与我公司开展业务合作的建筑工程咨
询服务类单位信息，形成我公司服务类单位信息库。我公司将根据项目
需求随机从信息库抽取若干家符合资质要求的单位通过我公司确定的
方式选定合作单位。本次征集的服务类单位包括：招标代理、工程造价
咨询，基坑支护设计、图纸审查，可研报告编审、环评报告编审、地质灾害
评价灾、水土保持报告编审、防雷报告编制、节能评估报告编审，定点放
线、验线，策划报告编制，前期物业服务，房屋测绘，房地产销售代理，房
产办证代理，广告制作，房产评估，土地评估，装修、装饰，检测单位（基坑
监测，桩基检测、结构检测，节能检测、防雷检测、沉降观测、消防检测、人
防检测、外门窗检测、室内环境检测等），白蚁防治，律师事务所。所有符
合国家或相关部门认可的单位，包括所有资质标准等级且自愿进入本公
司信息库的各咨询服务单位请于2016年4月7日至15日登陆邮箱：
hkzxfw2016@sina.com（密码：66538015）自行下载服务类单位入库
申请表，按要求填写后，将申请表及本单位业绩和相关资料上传至邮箱
hkzjhyb805@sina.com，联系电话：0898-66538015。

海南发展控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年4月7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海 南 周 易 影 视 制 作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码:
460100284028450)：

2016年3月16日我局依法对你公司涉税违法行为作出税务

处罚（琼地税一稽罚[2016]5号），罚款1,427,125.46元。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办公，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及相关人员，上述文书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你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现将上述文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送达，正式

文书请你公司到我局领取。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处理决定书送达公告
海 南 周 易 影 视 制 作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码 ：
460100284028450）

2016年3月16日我局依法对你公司涉税违法行为作出税务
处理（琼地税一稽处[2016]7号）,税款2,925,334.03元、滞纳金
3,376,732.93元，合计6,302,066.96元。

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办公，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及相关人员，上述文书采取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你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
六条规定，现将上述文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三十日视为
送达，正式文书请你公司到我局领取。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海南狮城度假村有限公司股东声明
海南狮城度假村有限公司股东林方明、莫壮犹、郑有鑫、李成发、

黄若溪、符秋珍、李岱容刊登严正声明如下：
一、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琼行终字第158号行政判

决，我们特严正声明海南狮城度假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林方
明，任何公司对外法律文件须经公司董事长林方明签字，否则我们股
东不予认可，由行为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与我们无关。

二、涉及我们公司资产、其他权益及股东利益的事项必须经我们
股东亲自到场依法签字确认，否则我们不予认可，造成后果由行为人
自行承担，与我们无关。

三、我们在文昌市清澜高隆湾的购买的土地使用权，文昌市人民
政府已经依法颁发给我们个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且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5)琼民三终字第42号民事判决为终审判决。我们声明
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于我们个人，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我们个人同意
并到场亲自签字不得处置我们的土地使用权。

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方明、莫壮犹、郑有鑫、李成发、黄若溪、符秋珍、李岱容

2016年3月25日

糖尿病有三种主要形式，即I型、
II型和妊娠期糖尿病。I型糖尿病病
因不明，患者需要每日注射胰岛素维
持生命。全球多数糖尿病患者为 II
型，主要致病因素为体重超重和活动
不足。世卫组织说，II型糖尿病先前
只在成年人中出现，而现在越来越多
见于儿童和青少年人群。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遏
制糖尿病蔓延趋势需要反思生活方
式，应注意“吃得健康、积极运动以避
免超重”。

报告说，肥胖是导致II型糖尿病
的“最危险因素”，而控制肥胖的努力

“迄今不成功”。2014年，全球成年人

中，体重超重者超过三分之一；肥胖
人群比例超过十分之一。

一份2010年的数据显示，成年
人中近四分之一每周运动量达不到
最低建议值，其中女性运动时间较男
性更少。世卫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周
至少需要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比
如散步、慢跑。

报告同时指出，值得警惕的是，
青少年普遍运动不足。需要大力改
变饮食和运动习惯，特别是在关键行
为方式养成的人生早期阶段，这是降
低患肥胖和糖尿病风险的“至关重要
的窗口期”。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肥胖是导致II型糖尿病“最危险因素”

根据这份报告，全球18岁以上人
群中，1980年糖尿病患者为1.08亿
人，2014年增加至4.22亿人，占全球
总人口的8.5％。

2012年，糖尿病直接导致150万
人死亡。另外，与高血糖相关的心血
管和其他疾病致死人数达到220万。
世卫组织预测，至2030年，糖尿病将
成为第七大致死病因。

报告说，没有任何国家糖尿病患者
比例有实质性降低，患者比例在中等和
低收入国家中上升更为迅速。在世卫
组织划分的西太平洋地区，糖尿病患者
人数最多，估计达到1.31亿；东南亚地

区其次，为9600万。上述两个地区糖
尿病人群比例分别占8.4％和8.6％。
东地中海地区糖尿病人群占比最高，达
到13.7％；西北欧地区比例最低，其中
女性为低于4％，男性为大约5％。

欧洲地区糖尿病患者为6400万
人，比例为7.3％；美洲地区为6200万
人，比例为8.3％。

报告还警告，糖尿病严重影响社
会经济，全球用于应对糖尿病的年成
本超过8270亿美元；至2030年，预计
全球经济将因糖尿病损失高达1.7万
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各占大约一半。

将成为第七大“杀手”

据新华社堪培拉4月7日电（记
者徐海静）澳大利亚一名糖尿病专家
7日呼吁，澳大利亚应该仿效英国，实
施“糖税”，遏制糖尿病人数的蹿升。

史蒂芬·科拉朱里教授是世界卫
生组织《全球糖尿病报告》撰写者中
唯一一名澳大利亚人。

科拉朱里说，澳大利亚是甜品消
费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导致澳
大利亚糖尿病人数激增。澳大利亚
在超重人群、肥胖方面也世界排名靠
前，这两种情况是导致糖尿病的主要
原因。

英国内阁上月宣布两年内开征
“糖税”打击肥胖，新税将给每升含糖

饮料分摊18便士（约合1.65元人民
币）或24便士（约合2.19元人民币）税
款，收入用于鼓励儿童加强运动。科
拉朱里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可以效
仿。

科拉朱里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
公司采访时表示，政府采取干预行动
能够有效地向民众传达这样的信息，
即摄入过多糖分有害健康。

他表示，仅仅“糖税”本身无法解
决问题，但是任何有效的解决方案无
不包括立法层面的行动，指望人们自
觉改正生活习惯并不可行。无论禁
烟，还是道路安全，都需要营造一种
氛围，帮助人们改变习惯。

澳专家呼吁

设“糖税”减少糖尿病患者人数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 周末带孩子到
餐厅用餐已成为很多家庭日常生活一部分。为提
高竞争力，一些餐厅专门推出儿童套餐，据称从热
量、营养搭配等方面能更好满足儿童需求。事实
究竟如何？

美国一项新研究说，美国国内餐厅提供的儿
童套餐有很大改进余地，虽然多数儿童套餐热量
符合标准，但脂肪总量及饱和脂肪和钠的含量往
往超标，不符合美国营养物质推荐摄入标准。

为评价餐厅提供的儿童套餐的营养价值，美
国塔夫茨大学研究人员从《全美餐饮新闻》杂志发
布的2014年版全美排名前100名的餐厅中选取
了10个快餐厅和10个全服务式餐厅，这些餐厅
都提供专门的儿童菜单，并公开上面所列食物的
营养价值、热量等信息。

研究人员将上述餐厅儿童套餐的热量、脂肪
总量、饱和脂肪及钠的含量与全国性营养物质推
荐摄入标准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快餐厅和全
服务式餐厅中，分别有 63％和72％的儿童套餐
热量符合饮食指南标准；但是，两者只有不到三分
之一和约四分之一的儿童套餐在脂肪总量及饱和
脂肪和钠的含量方面符合推荐摄入量。

美新研究：

多数儿童套餐不符合
营养摄入标准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6日电（记者林小春）6
日公布的一项中美合作研究成果显示，一些用于
治疗前列腺癌的标准化药物有可能会削弱免疫疗
法效果。这有助解释为什么一些前列腺癌的联合
治疗方案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男性肿瘤，当前的主流疗
法是抗雄激素治疗，可单独使用或与放疗、化疗等
联合使用来控制前列腺癌。免疫疗法是近年来兴
起的一种新疗法，这种疗法利用人体自身免疫系
统抵抗肿瘤，可减少传统治疗带来的副作用。

然而，抗雄激素疗法与免疫疗法联合使用效果
甚微。为弄清其中机理，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与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研究人员
合作，利用患前列腺癌且免疫系统健全的小鼠开展
实验。结果发现，当前的主流非类固醇类抗雄激素
药物，如果与免疫疗法同时使用，确实不仅没有协
同作用，反而会影响单独免疫治疗的效果。

研究发现

一些治疗前列腺癌药物
削弱免疫疗法效果

据新华社柏林4月6日电（记者郭洋）德国
等国研究人员6日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报告说，环状低聚糖——环糊精可起到阻止甚至
减少胆固醇结晶沉积的作用，有望用于治疗动脉
粥样硬化。

先前研究发现，环糊精可缓解先天性糖脂代
谢性疾病——C型尼曼匹克氏症患者脑细胞内的
胆固醇运输障碍。德国波恩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据此猜测，环糊精可能有助于清除动脉粥样硬
化患者动脉壁上沉积的胆固醇结晶。

研究人员持续8周给实验鼠喂食高胆固醇食
物，并给一部分实验鼠注射了环糊精。结果显示，
实验鼠在注射环糊精后，血管中的沉积物要比其
他实验鼠少很多。环糊精提高了细胞清除胆固醇
的能力，并减少了血管中的炎症反应。

研究人员表示，环糊精可用于研发动脉粥样
硬化治疗药物。不过，虽然环糊精作为一些难溶
性药物的增溶剂早已进入市场，但将其作为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的新药还需进一步临床研究。

环糊精有望治疗
动脉粥样硬化

4月5日，在越南河内，两名妇女骑车经过越
南卫生部。

越南卫生部5日报告两例寨卡病毒感染病
例，这是越南境内首次发现寨卡患者。

新华社/路透

越南首次发现感染寨卡患者

世卫组织首次发布全球糖尿病报告

全球成年人患者近40年增加3倍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为“应对糖尿病”。
世界卫生组织6日首次发布全球糖尿病报告，显示全球糖尿

病成年人患者近40年内增加了3倍，其中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有关糖尿病的科学与误区

两种主要类型
糖尿病有两种主要类型：I型和II

型。I型糖尿病患者通常不能自己分
泌胰岛素，因此需要注射胰岛素来维
持生命。II型糖尿病占糖尿病病例总
数的90％左右，患者通常自己能分泌
胰岛素，但不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或
无法有效利用。

若干并发症
随着时间推移，高血糖会严重损

害身体各主要器官系统，造成心脏病、
中风、神经损伤、失明、截肢和肾衰竭
等。例如，糖尿病患者的下肢截肢率
为正常人的10倍到20倍。

II型可防可控
I型糖尿病无法预防，而II型糖尿

病患者通常是体重超重和身体活动不
足的结果，因此是可以有效预防或延
缓的。事实证明，只要在生活方式上
采取简单易行的措施，比如保持正常
体重，进行规律的身体锻炼，并注重饮
食健康，即可降低患II型糖尿病的风
险或控制病程、防止并发症发生。

妊娠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是妊娠期发生的

一种临时症状，孕妇血糖值高于
正 常水平但低于糖 尿病的诊断
值。这类孕妇妊娠和分娩期间出
现并发症的风险增大，而且她们
日后患上 II 型糖尿病的风险也会
增大。

儿童和青少年
II 型糖尿病曾经只在成年人中

发生，但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见于儿
童和青少年中。在某些国家，儿童
和青少年新诊断出的糖尿病病例
中，有一半是 II 型糖尿病。儿童肥
胖症以及缺乏身体锻炼，被认为是
关键诱因。

4.22亿
世卫组织在其官方网站上介

绍说，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已经
从 1980 年的 1.08 亿攀升至 2014
年的 4.22 亿，大多数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食用健康的碳水化合物，试吃水果、蔬菜、全谷类、
豆类和低脂乳制品

饱和脂肪的摄取量不得超过脂肪摄取总量的7%

降低反式脂肪摄取量

控制饮食中胆固醇的含量（每日饮食中少于200毫克）

每周至少吃两次鱼，但不建议吃煎鱼，烹调以少油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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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
死亡率

增加2-4倍

非外伤性截肢
的首要原因

终末期肾病
的首要病因

成年人失明
的首要原因

糖尿病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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