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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双11”刚过，各种实惠还
没抢上瘾。本周周末力诚建材鸳鸯旗舰店开
业，作为力诚第五店开业，力诚建材也将拿出
各种优惠力度回馈消费者以及比电商还低的
价格爆款和更多的低价让消费者继续享受低
价格。

产品价格比电商便宜
家由莱露水河橱柜 3 米地柜+1 米吊

柜含石英石台面，低至3099元一套，秒杀
了市场上所有同配置的产品，露水河衣柜
柜体+柜门+五金低至 538 元/平方米；超
国标45mm木门带木皮做漆全填充的木门
居然可以低至899元/套；日本骊住木门含
进口五金1688元，比天猫旗舰店更低；进
口 PPG大师漆 50 系列，电商“双 11”1014
元一组，力诚建材开业价798 元/组，还包
送货上楼，免费测量免费技术指导等服
务；松下智能锁 1699 元/把还包安装。力
诚建材为了让业主继续享受“双 11”的节
日氛围，也对比了电商价格，拿出了比电
商价还低的爆款。此外，在此期间也会有
各项优惠政策。

100元就能保价到明年
很多商家做活动，订金都收得比较多，

而且不可以退。消费者下订后却可能会因
为价格、款式等原因不想选择，可订金却退
不了。但是在力诚建材却完全不一样。开
业期间，消费者只需要到力诚建材交 100
元预订一个品类，并且不需要定款式、数
量、型号、颜色，就可以享受保价到明年的
超低价优惠政策，让消费者能够清晰透明
地消费。

如果消费者下订后因为价格、款式等
原因不想要了，力诚建材将无理由退还消
费者下订的100元订金。同时，成品类产
品即使送了货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都可以
退，定制类产品只要没有正式下单也可以
退，给予消费者充分的后悔权。提供购买
指导，服务和售后，这也是电商无法比拟的
优势。

一站式采购
解决家装所有问题

力诚建材从2005年至今已有13年时
间。发展到目前拥有龙溪、大川、永川、鸳鸯
力诚家、鸳鸯力诚建材五个建材超市以及各

区域的专卖店，实现占比家庭装修90%品类
产品的硬装、软装一站式家装购物超市。

此次力诚建材开业将涵盖水电防水，涂
料腻子，橱柜衣柜，套装木门，开关五金，集
成吊顶，厨卫电器等各类品牌。上到家具、
家电，下到地漏、门锁等五金配件，都可在此

找到。此外，位于同样一栋楼的力诚家也涵
盖了北欧、现代、小美、大美、现美轻奢、美法
结合等主流家装风格。主要分区为窗帘区、
品牌家具展示区、饰品灯具区。市民只需一
天就可以解决硬装+软装几乎所有的家庭
需要。

本周末 力诚建材鸳鸯店开业
订金100元保价到明年 让价格疯狂一次

品牌：大师漆 型号：原装进口50系列
开业价格：798元一组

露水河橱柜3米地柜+1米吊柜含石英
石台面

开业价格：3099元/套

韵木木门带木皮全填充45mm厚
开业价格：899元/套

松下风暖FV-27BU2C
开业价格：880元

松下智能锁
开业价格：1699元

美标马桶
开业价格：658元

韩国白鸟水槽大单槽
开业价格：759元

罗格朗五孔插座
开业价格：5.8元/个

商报记者 黎磊 力诚建材部分低价爆款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市残联介
绍，为促进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12月2
日科技助残创新交流会将在大渡口召
开，齐聚广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
企业大批康复领域的专家、学者。

本次交流会将展出科技助残最新
成果，开展6场主旨演讲,3场交流座谈
会，汇聚全国 20 多家市内外涉及残疾
预防和残疾人智能辅具研发的科研企
业及机构，10 余家残疾人辅具机构。
另外，本次交流会上还将成立科技助残
创新联盟，依托西南智能辅具研究和新
产品示范中心，汇集一批国内康复辅
具、生物科技领域的科研单位及企业，
整合科技助残资源，加快惠残技术研
发，促进科技助残成果转化，帮助残疾
人融入社会。

重庆大学ESI工程学科
进入全球前1‰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重庆商报讯 昨日，重庆大学发布
消息，11 月 9 日，ESI（Essential Sci-
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进行
了两个月一次的数据更新。最新结果显
示，重庆大学ESI 工程学科进入全球前
1‰，临床医学首次进入前1%。

重庆大学表示，本次入围意味着重
庆大学工程学科的转型升级取得了阶段
性突破，说明该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影
响力已经跻身世界一流，也意味着重庆
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目标迈出了
坚实的一步。

除隐患
渝北修剪千株行道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重庆商报讯 近日，渝北松树桥的
刘婆婆向记者反映称，路边行道树由于
枝桠过长，缠绕着架设的高压线路，存在
安全隐患，希望得到解决。

对此，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渝北区
园林绿化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渝北
双龙渝湖路、锦湖路、龙旺街以及龙溪
镇武陵路、松桥路等路段系老城区街
道，大量商户及居民生活于此。而行道
树经多年生长，已出现遮挡采光、缠绕
高压电线等安全隐患问题，严重影响市
民日常生活。

从11月14日起，渝北区园林绿化管
理处将陆续对渝北双龙、龙溪片区的大
约5000株行道树进行适当修剪，重点修
剪高压线下的行道树树枝，以消除安全
隐患。届时，双龙、龙溪片区会有断电现
象，请市民留意。

重庆商报讯 四价宫颈癌疫
苗中国内地首针开打。2017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2 点 09 分，重庆
市巴南区李家沱社区服务中心，
四价宫颈癌疫苗进行了首针接
种，24岁的沈亚绿成为第一名接
种者。

按照该疫苗中国内地的说明
书，只限女性，男性目前不能接
种。有业内人士指出，该疫苗国
外适龄男性也接种，国外男性接
种既可预防人乳头瘤病毒，也可
预防尖锐湿疣。

下午 2 点，巴南区李家沱社
区服务中心正式上班，一名染黄
发穿绿衣的青年女子，在疫苗接
种告知书进行了资料填写和个人

签字确认，并交纳了952元费用，
随后进入接种室。

该女子名为沈亚绿，现年24
岁，为该服务中心护士，沈亚绿在
接种室挽起了袖子，露出左臂，2
点 09分，沈亚绿完成了接种，她
表示，一直期待该四价疫苗进入
中国，很幸运成为首个接种者。

之后的一小时内，陆续有四
名女性进行了接种。据有关人士

介绍，巴南区为重庆最早发放疫
苗的区县，本周内，沙坪区、渝中
区、北碚区等也将陆续接种，广大
女性可陆续在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疫苗接种门诊进行咨询、预约
或接种。

记者获悉，四价宫颈癌疫苗
目前在重庆、云南、河南、黑龙江、
江西及湖北等六省（直辖市）已经
中标，重庆为中国内地首次开打。

记者获悉，2017年5月，默沙
东四价宫颈癌疫苗获得了国家药
监局颁发的药品注册批件，9月，
首批次疫苗取得北京市药监局签
发的《进口药品通关单》，11月 9
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生物
制品批签发合格证》，正式进入中
国内地市场，目前首批次15万针
疫苗存放在重庆冷库，等待相关
省市疾控中心，根据需求量调拨。

比赛现场看到，通过模拟的人
体腹部皮肤，让“参赛选手”自行注
射胰岛素，并按照“规范胰岛素注射
标准9步骤”严格评判，最终评选获
胜者。主办方表示，举行这样的比
赛，希望帮助更多糖尿病患者在注
射治疗时，了解多一些、规范多一
些、血糖达标多一些；误区少一些、

并发症少一些、生命的代价少一些。
李启富说，根据调查，重庆的

发病率约为 10%左右即 300 多万，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糖尿病
人。吃得太好、缺少运动增加了
它的发病率，尤其在我市一些比
较富裕的区县，发病率更是高达
15%左右。

“老糖友”血
糖控制不好，也
许和你打胰岛素
的方式不正确有
关！11 月 14 日
是 世 界 糖 尿 病
日，一场特殊的
“比赛”——注射
胰岛素，在重医
附一院举行。根
据调查，我市注
射胰岛素的“糖
友”中超七成是
在“乱打针”。重
医附一院内分泌
科主任李启富提
醒，不换针头、注
射部位不正确等
“错误”方式，将
会对“糖友”的健
康 造 成 巨 大 威
胁。

一针一换：所有型号一次性注射笔用针头仅限一次使用。

针头选用：应根据患者的体型、注射部位皮肤厚度及针头的长度
以确定是否要采用捏皮注射及注射角度。选用最短针头（4mm）
时，大部分患者无需捏皮，并可垂直注射，不仅避免肌内注射，降
低脂肪增生的风险，而且部位轮替注射时操作非常方便。

注射部位轮换：注射部位轮换可有效预防脂肪增生，包括不同注
射部位的轮换和同一注射部位内的轮换。

注射部位的检查和消毒：注射前注射部位应消毒，不可在皮下脂
肪增生、炎症、水肿、溃疡或感染的部位注射，不可隔衣注射。

针头留置时间：使用胰岛素注射笔注射在完全按下拇指摁钮后，
应在拔出针头前至少停留10s，药物剂量大时，有必要超过10s。

注射器材的废弃：将使用过的注射器或注射笔用针头套上外针帽
后放入专用废弃容器内再丢弃。

为什么会出现皮下脂肪增生？
刘智平说，这与不规范的注射行为有
很大关系。刘智平介绍，注射笔用针
头仅限一次性使用，如果重复使用针
头，可能导致残留胰岛素结晶堵塞针
头，病人以为注射了胰岛素，而实际
上并没有注射或注射剂量不足，导致
血糖波动。此外，重复使用针头会增
加注射疼痛感，增加细菌污染针头风
险。另外，还有很多患者喜欢反复在
同一部位注射胰岛素，导致该部位皮

下脂肪增生。在脂肪增生处注射疼
痛小，所以很多患者喜欢在增生部位
注射胰岛素，但这样会降低药物吸收
效率，延长吸收时间，进而导致血糖
波动。人体适合注射胰岛素的部位
包括腹部、大腿、上臂和臀部，在这
些部位轮换注射可大大减少皮下脂
肪增生。“比起高血糖，糖尿病人最
害怕的就是血糖波动。”刘智平说，
反复的血糖波动，脂肪增生，反而给
患者增加更多治疗费用。

10个成人中有1人是“糖友”

注射患者中乱打针的超7成
糖尿病人中2型糖尿病人占了

大约 95%以上，主要是体内胰岛素
不足或胰岛素抵抗。1型糖尿病则
是体内先天缺乏胰岛素，只能通过
注射来解决，而 2 型患者中约有
30%左右需要用胰岛素治疗。

然后，在已经使用胰岛素注射
治疗的这部分患者中，血糖达标率
却较低。

为什么呢？李启富介绍，注射
技术在糖尿病药物注射治疗中扮演
重要角色。糖尿病患者每天都需要
注射胰岛素，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或
亲友帮忙打针，少的一针，多的则四
五针。而只有严格按规范操作，胰
岛素才能保护患者健康。但实际

上，误操作却频频发生。
根据“2014-2015 全球糖尿病

患者胰岛素注射技术调查问卷”的
调查结果，我国糖尿病患者的注射
现状不容乐观：有83.2%的患者重复
使用注射笔用针头，其中，重复使用
超过10次以上的患者高达25.7%。

重医附一院普内科护士长、内
分泌内科护士长刘智平介绍，皮下
脂肪增生是糖尿病患者不规范注射
导致的严重后果之一，他们曾对重
庆市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注射部位脂
肪增生现状进行过调查。结果，市
内10家不同等级医院门诊736例接
受调查患者中，有 540 例发生注射
部位脂肪增生，增生率为73.4％。

错误注射导致血糖波动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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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现场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