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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满额暂停的肠肿瘤筛查 今起恢复预约
本周五、六余少量名额，
有便血、肛门坠胀、肿物、脱出等肛肠不适症，
可提前致电报名
因名额已满而暂停报名的结直肠肿
瘤筛查，自即日起恢复电话预约。符合
条件者可携带医保卡、身份证到天津市
肠肿瘤普查中心（天津市医博肛肠医院）
登记参与，也可提前拨打电话 27696111
预约筛查时间。
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定期肠镜
检查可更好地控制结直肠肿瘤等多项消
化道肿瘤的发生。

哪些人符合筛查条件
1、有便血、便秘、腹泻、肛门疼痛、
肛门瘙痒、肛门坠胀、肛门周围脱出、便
不尽感等肛门不适症状；或有痔疮、肛
瘘、肛裂、结直肠炎、结直肠息肉等肛肠
病者；
2、存 在 高 油 、高 盐 、高 脂 肪 、高 蛋
白、腌制食品、吸烟、酗酒等高危饮食习
惯者；
3、直系亲属有结直肠肿瘤，或有肿
瘤家庭史者。
筛查人员指出，肠肿瘤与饮食密切
相关，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的饮食
习惯会增加罹患肿瘤的可能；
同时，家庭
内部细菌或病毒感染也是诱发肠肿瘤的

重要原因：如幽门螺杆菌（HP）感染被世
界卫生组织确认为胃部肿瘤的一类致病
因子；人乳头瘤病毒（HPV）是诱发肛管
肛门病变的重要因素。因此，肠肿瘤与
慢性炎症刺激、家族遗传也有很大关系。

提前报名免数周等待
为何肠镜检查总是预约难
一般情况下，肠镜检查通常要经过
数天甚至数周的等待，为什么这么难预
约呢？一方面因为肠镜检查对医院有严
格资质要求，更主要的是它对诊断肛肠
疾病，
预防筛查肠癌意义重大，所以需求
很大。
天津市医博结直肠癌筛查项目负责
人指出：结直肠肿瘤是我国发病率较高
的常见肿瘤，临床上可通过筛查发现早
期病变并进行治疗，预防肿瘤的发生。
肠肿瘤从前期病变发展到无可挽回，过
程漫长，一般需 5-10 年。这为我们提前
发现高危因素及前期病变提供了宝贵的
时间。
临床上建议 40 岁以上有相关症状
者，应定期进行肿瘤筛查并及时治疗前
期病变。如有肿瘤家族史，则检查的时

间应提前到 30 岁。

肿瘤初筛排除风险
40 岁以上建议定期检查
在出现便血、肛门坠胀、肛门有脱出
等情况后，可先选择电子肛门镜检查和
直肠指诊进行初筛。它们可观察整个直
肠细微病变，因此出现便血、肛门坠胀、
疼痛等症状，可先通过电子肛门镜检查
判断病因。如需要，
则在医生建议下，
进
一步选择电子肠镜检查排除风险。
电子肠镜是将管状的肠镜从肛门逆
向伸入整段大肠，肠镜上带有微型摄像
头，医生能清晰地观察到肠内是否有息
肉，并可以对病变部位取组织做病理学
检查，
因此肠镜又被称为诊断息肉、大肠
肿瘤的
“金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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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在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主打“信息安全”牌
5 月 16 日，
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梅江会展
中心盛大启幕。本届大会紧密围绕
“会、
展、
赛+智能体
验四位一体”
潮流主题，
通过汇集
“海陆空”
不同维度的
智能科技产业前沿产品，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
化平台，
探索智能科技发展的
“中国方案”
。
中国电信的展区位于梅江会展中心N2场馆的入口
主通道，
布展设计突出中国电信在传统通信行业内以及
新兴ICT项目产品的研发和特色应用，
推动天翼云、
物联
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各种
“软”
产品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为建设
“五个现代化天津”
注入新引擎。
展位共分五块功能区域。观众通过主通道步入展
区，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以
“网络信息安全”
为主题的大
数据及云堤超大屏幕。大数据应用可满足企业海量数

据的采集、
存储、
管理、
分析、
查询及可视化展现等全业
务需求。网络安全产品
“云堤•抗 D”
重新定义 DDoS
攻击防护，
其
“c 近源防护”
“
、超 T 级防护容量”
和
“秒级
生效”
的突出优势，
全球能力无人匹敌。
在网络信息安全展台的另一面，
呈现的是天翼云
产品基础能力，
可现场互动体验。
“ 智慧城市系列”
则
以信息安全为基调，
展示智慧消防、
智慧园区、
智慧社
区平台和助力军民融合的绿色军营应用，
以及中国电
信独有的国产卫星通信业务。
在展区中部，
是当前更时髦且应用前景极为广泛的
NB-IoT物联网平台，
展示了中国电信物联网开放平台能
力和天翼物联产业联盟，
以及已经运用到实际生产生活的
智慧畜牧、
智慧刷卡公交应用。后者已经在天津近9000辆

公交汽车实现了手机刷码乘车、
公交wifi、
公交高清视频监
控和智能分析、
停车位智慧管理等多重功能。
智慧家庭区域，
天翼高清流畅细腻的画质，
搭配智慧家
居各种传感器设备，
构成了智慧家庭特殊的一道风景线。
互动体验功能区的智慧医疗和机器人
“小知”
，
共
同构建了智能 AI 及联动试用区域。机器人
“小知”
具
备智能识别、
人机对话、
业务办理等功能，
吸引许多观
众与其语音互动；
智慧医疗中的智能血压计等产品，
以其稳定的性能和准确的报值，
为中老年人及特殊病
患的健康保驾护航。
本次大会，
中国电信也参加了大会主论坛、
物联网
分论坛的演讲，
分享中国电信在助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方面的实践与思考。
文 国英

2018 年肠肿瘤筛查
筛查适应人群
无年龄性别限制，
有肛肠不适症者；
持医保卡参加可获专项补贴。
筛查地址：天津市肠肿瘤筛查中心
（天津市医博肛肠医院）
报名电话：27696111

中老年治便秘 这三个错误不能犯
老便秘患者可携带病历及检查报告，
参加本周便秘医生会诊日活动，
多项检查可提前申请
便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六大诱因
之一，用力排便导致血管压力增加，将
附着在血管壁上的斑块冲进血流，堵塞
血管，引发急性心梗，甚至猝死。因此，
中老年人应重视对便秘的治疗。而实
际上，中老年人对便秘却有几个常见的
治疗误区。

误区 1：盲目排毒润肠饮鸩止渴
治疗便秘上追求“即服即排”，是很
多老年人的选择，但临床上医生们却指
出，这样治疗便秘犹如饮鸩止渴。
“排毒
润肠”
虽可暂缓便秘症状，
肠道却因反复
刺激而功能紊乱，造成脱水、电解质失
衡、骨骼软化、维生素与矿物质缺乏等，
进一步导致营养不良、多病、贫血，危害
老年人的健康。

误区 2：治疗前不检查南辕北辙
便秘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是很多
病的表征，不同病因治疗有很大区别。

对便秘不分型而盲目自疗，可能事倍功
半甚至南辕北辙。需由医生进行科学检
查，通过电子肛门镜和电子肠镜排除明
显肛肠病变，并依据情况进行排粪造影
和结肠运输实验，判断造成便秘的综合
原因，
针对性治疗。

误区 3：把便秘当腹泻延误病情
腹部隐隐作痛、老想上厕所，
但每次
排便都特别少，这种情况不是拉肚子而
是便秘。有些中老年人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 服 用 止 泻药，对 身体的危害就非常
大。所以出现肠道不适，应及时到医院
让经验丰富的医生检查、治疗。医生结
合检查结果与病史、症状综合判断，选择
科学治疗方案。

会诊查病因对症治便秘
那么，老便秘患者该如何摆脱排不
出排不尽的痛苦呢？一定要找到原因。
参加便秘会诊，进行科学检查是一个很

好的选择。
本周六、日，
医博便秘诊疗中心将开
展便秘会诊，多位医生参与，每日限号
20 人。会诊将帮助老便秘患者通过症
状、病史判断，选择相应检查后，进行科
学治疗。慢性便秘，
或长期通过药物、清
肠类保健品等助排的老年人，均可报名
参与会诊。

便秘医生会诊日
适应人群
1、平均 2-3 天以上排便 1 次；排便
费力、粪质硬结、量少；单次排便时间超
过 10 分钟；有肛门坠胀、便不尽、腹痛
感；
需要手法或其他方法帮助排便；
2、存在排便带血、疼痛、排便不畅带
有腹胀、食欲缺乏感等，
也可申请参与便
秘普查。
温馨提示：就诊时请携带医保卡，
老
便秘患者可携带病历及检查报告。
报名电话：87083951

天津市化轻贸易有限公司与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辰中心支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中心支行（债权人）与天津市化轻贸易有限公司（受让人）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合
同》，
债权人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如下债权及该等债权项下的担保物权等全部转让给了受让人，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
请下列债务人、
担保人和相关
义务人向受让人立即履行包括本金、
利息、
罚息、
案件受理费等的还款义务和其他相关义务：
债权数额：
截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
本金 117838841.73 元人民币、
利息 9484389.13 元人民币。
债务人：
天津市恒景再生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签订有 1211A04220140008 号《最高额授信协议》。
保证人：
天津致远兴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张忠、
刘建趁、
王立娟、
张建军、
天津顺海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飞龙勤和混凝土制品有限公
司，
分别签订有编号为 1211A042201400081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抵押担保人：浙江致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有编号为 1211A042201400082001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天津顺海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签
订有编号为 1211A042201400082002、
003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天津市化轻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辰中心支行
2018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