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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战略投资拜博口腔
打造中国口腔医疗新生态 全面服务大民生
本报记者 李杨

近 日 ，泰 康 保 险 集 团 正
式宣布战略投资拜博口腔医
疗 集 团（以 下 简 称“ 拜 博 口
腔”
）。本次投资由泰康健康
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牵头
实施，由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出资，标志着泰康
打造的高端医疗模式在口腔
专科领域正式落地。

拜博口腔创始于 1993 年，2014 年联
想控股战略入股拜博，每年为百万中国
人提供专业口腔诊疗服务，已成为规模
领先的非公立口腔服务连锁品牌。此
次泰康的投资入股，是保险业与口腔医
疗行业的一次重大结合，双方在资金、
产品和客户上有着天然的协同优势。
拜博口腔的网点布局、规模体量、业务
定位跟泰康的客户基础高度契合，将与
泰康旗下寿险、健康险产生显著协同效
应。另一方面，两者的联合将有力整合
服务方与支付方，实现医疗服务和保险
支付的无缝对接，真正实现口腔医疗服
务的提供方、支付方、大众消费者多方
共赢。
6 月 15 日，泰康战略投资拜博口腔
发布会在泰康商学院举行。泰康保险
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联想
控股执行董事兼总裁朱立南等亲临现
场，
正式宣布此次战略投资成功落地。
唤醒口腔健康意识
提升国民健康水平
伴随着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实
施、中产崛起、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人
正在把“口腔健康”视为现代人生活品
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口腔健
康、笑得更自信，就是对“健康中国”、
“美好生活”
的生动诠释。
作为中国领先的大型金融保险服
务机构，泰康致力于为日益增长的中产
人群及家庭提供全方位健康和财富的
管理和服务。此次入股拜博口腔，将为
其医疗业务板块提供重要补充，为广大
人群带去优质的口腔医疗服务，引领健
康的生活方式变革。泰康始终以客户
的健康为首要目标，通过整合优质医疗
资源，满足广大客户个性化、多层次的
医疗保障需求。

全方位赋能
打造口腔医疗发展新生态
“拜博口腔已初步完成全国布局目
标，如何进一步提高内涵式能力增长则
成为其下一个核心发展主题。”联想控
股表示，
“ 联想控股一向鼓励并帮助被
投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获取企业发展所
需的资源，此次泰康的加入将更有力地
推动拜博下阶段目标的达成，为广大消
费者和整个行业创造更大价值。”据悉，
入股后，泰康将向拜博口腔提供资金、
客户、品牌和产品等多方面的支持，不
断利用自身优势为拜博口腔提供营销
推广、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产品开发等
支持，同时整合 IT、供应链、物业等资
源，
全方位赋能。
此外，泰康近年来在投资运营大型
综合医院、全国连锁康复医院等多家实
体医院的同时，拥有国内外多家医疗机
构合作资源，未来双方将通过科室共
建、技术指导、信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
方式吸引更多优秀口腔人才加入，打造
口腔医疗发展新生态。
据悉，获得泰康投资入股后，拜博
口腔将更加聚焦现有医院和诊所，专注
口腔医疗，始终坚守医疗质量与服务水
平，狠抓专业人才与管理团队建设。建
立全系统质量控制体系及内外部两个
层面的培训体系，建立技术准入标准。
借鉴及运用国际口腔的先进技术，打造
国际标准的口腔医疗质量服务体系，始
终强调“医者仁心，精益求精”的价值

观，
回归医疗本质。
拜博口腔一直在追求的是，从患者
踏入诊所的那一刻起，医生关注的不仅
仅是患者的口腔疾病，而是将患者视为
一个完整的人，包括患者的心理和精神
需求，用真心来关怀患者，耐心倾听患
者的全部诉求，所有的沟通、检查、分
析和治疗计划都是以病人的利益为出
发点，用医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满足
患者全部诉求。在这个过程中，患者所
有感受都会被注意和顾及，从消除微小
的不便到严格的无痛操作。
未来，拜博口腔将从制度及管理等
方面，切实提高基础医疗治疗和服务，
做好回访与维护，在一线医护团队中，
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安全操作的工
作习惯。
整合支付与服务体系
服务国家大民生
2012 年，泰康开创了虚拟保险产品
与实体医养服务相结合的商业模式，实
现了保险产品、客户与服务的延伸。此
次泰康投资拜博口腔，也将有力整合支
付与服务体系，打造商业保险与口腔专
科医疗相结合的商业模式。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陈东升表示，泰康始终顺应时代发展
潮流和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专注主
业、专注专业，将虚拟保险和实体医养
相结合，构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全
面服务国家大民生，成为新时代大民生
工程的核心骨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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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肠肿瘤 这样的肠息肉应该早切
本报记者 李杨
李洪和 主任医师
天津欧亚肛肠医院
肛肠科主任
从事肛肠疾病诊治
三十年，毕业于牡丹江
医学院临床专业，1994
年于北京市二龙路医院
进修学习肛肠科专业。撰写并发表肛肠
类论文、论著十余篇。在高位复杂性肛
瘘、嵌顿痔、肛裂、肛周脓肿、便秘等疑难
肛肠疾病诊治方面，以及对胃肠息肉、胃
肠肿瘤的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
验，在应用无痛理念和微创技术治疗各
类肛肠类疾病方面经验丰富，深受患者
信赖。
提到肠息肉，可能还有很多人不明
所以。事实上，不少患者在肠肿瘤发生
前，肠道中就已经有存在很长时间的肠
息肉了，这是一种有可能转变成肠肿瘤
的病变，也正因此，肠息肉是肛肠筛查工
作的重中之重。
肠息肉，一颗危险的擦边球
虽然同是肠粘膜上生长的异常增生
物，
肠息肉远却远不如肠肿瘤普遍为大家
所熟悉，
但其实两者之间关系十分密切。
肠肿瘤不是突然出现的，在这之前，
通常会经历一个叫做“肠息肉”的阶段，

其中腺瘤性肠息肉被明确地称为“恶性
肿瘤前期病变”。肠息肉虽然不是恶性
肿瘤，却有发展为恶性肿瘤的可能。
“大
多数肠肿瘤是由肠息肉发展而来”，看似
夸张，
却是医学临床中的真实数据。
别因为它不是肿瘤就养虎为患
国外曾有过一项研究，对比切除肠
息肉和未切除肠息肉的两类人群，结果
发现切除肠息肉的人群患肠肿瘤的几率
会大幅度降低。
那么不理会肠息肉会怎样？一般来
说，肠息肉直径＞2cm 的广基性息肉、绒
毛状息肉都比较容易恶变，腺瘤性肠息
肉恶变的几率则更大。结合相关部门最
新监测数据，2013-2017 年间，天津市居
民恶性肿瘤发病率有逐年增多的趋势，
肠息肉更应引起患者高度重视。
因此，发现肠息肉一定要及时治疗，
避免“养虎为患”
。
三大高危症状，
揪出肠息肉
1、大便带血
有些肠息肉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无痛
性便血，出血量比较少，便血的特点为大
便带血，或者混在大便里，部分患者可见
粘液便。
2、腹泻、便秘、便秘腹泻交替

肠息肉与肠肿瘤还可表现为腹泻、
便秘、腹泻便秘交替、腹部疼痛、排便不
畅、便条变细、大便不成形等症状。
3、全身症状
肠息肉继续发展，患者还会出现贫
血、消瘦、面色苍白、健忘、易疲劳、无力、
心律紊乱等全身症状。
不让
“怕疼”成为健康的阻碍

检查肠息肉离不开肠镜，但“怕疼”
是阻碍很多患者就医的大难题。现在医
学技术发达，患者可以有更多选择，比如
采取奥林巴斯电子肠镜配合麻醉技术，
不但可做到检查过程中全程无痛，利用
大肠水疗清肠，更可避免检查前喝泻药
的痛苦与麻烦。
利用无痛奥林巴斯电子肠镜检查
时，医患双方都可以清晰看到病灶情况，
并可打印成相片，对 100 多种肛肠疾病能
全面检查、清晰辨别，有效避免误诊、漏
诊，对肠道病变早检查早发现早治疗。
发现大肠息肉也可同步镜下切除，无需
二次肠镜。
由于肠肿瘤发病年龄日趋年轻化，
40
岁以上，
有便血、
黏液便、
便秘、
腹泻、
大便
变形、消瘦无力等症状的患者，有肠息肉
病史的患者、有肠肿瘤家族史的居民，最
好做一次无痛肠镜，
排查危机，
守护健康。

红肉过敏原增加斑块风险
本报记者 李杨 通讯员 汤月欣
红肉是深受北方地区居民喜爱的食
物，但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如果过量食
用，红肉中的饱和脂肪会导致心脏病，而
一项最新发现表明，红肉中的过敏原也
可能与心脏动脉斑块的形成有关。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营养科主任谭桂
军介绍，近年来，科学家发现红肉中有一
种名为 alpha-Gal 的过敏原，对这种物质
过敏的患者，血中斑块量比非致敏者高
30%。这些斑块的结构趋于不稳定，意味
着它们有增加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可能
性。这项新研究首次发现，红肉中的过
敏原可能会让一些人面临更大的心脏病
风险。
红肉主要指烹饪前呈现红色的肉
类，如猪肉、牛肉、羊肉、兔肉等，也包括
此类动物内脏及其制品。其颜色主要来
源于哺乳动物肉中的肌红蛋白。普通食
物过敏原多为蛋白质，红肉过敏原的结
构并非蛋白质，而是糖类(α-半乳糖)，这

是目前已知能诱发过敏反应的唯一糖类
结构。这种过敏只发生在吃红肉后，且
过敏反应起病急、症状重，常累及多个系
统。红肉过敏经常发生于进食后 3—6 小
时，如果晚饭吃了红肉，恰好会在午夜时
发作，
严重者可引起致死性过敏性休克。
那么，心血管病患者该如何健康吃
肉呢？谭主任给出了合理建议。
第一，吃适量的禽、蛋、瘦肉，少吃肥
肉、动物内脏和煎炸食品。烹调菜肴时，
尽量不用猪油、黄油等含有饱和脂肪酸
的动物油，少用氢化植物油脂，最好用芝
麻油、橄榄油、花生油、豆油、茶油、菜籽
油等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增加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多的海鱼、豆类的
摄入。每周食用 1 至 2 次鱼和贝类，心脑
血管病高危人群每天可摄入海鱼 40—60
克。选用含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食
物，
如花生、核桃等。
第二，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多选用

复合碳水化合物，多吃粗粮，粗细搭配，
限制含单糖和双糖高的食品，如甜点心、
糖果、冰淇淋、巧克力等。
第三，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每天
摄入 400~500 克新鲜蔬果有助于降低冠
心病、高血压、脑卒中的危险。增加叶
酸、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摄入量，可降低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有利于降低
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此外，新鲜
蔬果含丰富的钾，可降低血压、预防心律
失常。
第四，常吃奶类、豆类或其制品，以
低脂奶及其制品为宜。大豆含丰富的异
黄酮、精氨酸等，可降低血清胆固醇和抗
动脉粥样硬化。
第五，吃清淡少盐的膳食。冠心病
人饮食宜清淡，改变嗜咸的饮食习惯，减
少食盐、食品添加剂和味精等使用量，均
有助于控制膳食钠摄入量。盐的摄入量
每人每天以不超过 4 克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