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 成都商报开通的好医生义诊热线

非常火爆，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以及四川

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10位专家， 在繁忙的工

作中挤出时间为市民进行电话义诊。

为赶来义诊 专家提前手术时间

为了给市民的健康提供服务，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杨庆副教授特意将手术时间提前，

当天早晨7时就出发赶到雅安为患者进行手

术。还未来得及休息，他又马不停蹄赶到成都

商报接热线，为市民提供相关健康咨询。面对

两位病情特殊的老年患者， 电话中无法详细

获知其病情，杨庆主动为其赠送了“加号”，

约他们到门诊进一步诊断。

“消化系统是个大概念，包括口腔、食管、

肠胃、肝胆胰等”，昨日，来自华西医院消化内

科的唐承薇教授解答了很多五花八门的问

题。一位患有多年胃肠疾病的读者说，自己一

直四处求医，吃了很多药，却总不见好，想找

唐教授看病，就是号太难挂了。看这名读者十

分着急，唐教授表示自己上午就有门诊，只是

号都已预约出去了，“你上午来找我， 我给你

加号。”另一个症状比较严重的读者也获得了

唐教授给出的“加号”机会。

来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杨太珠教

授和向承发教授， 在为患者进行众多健康咨

询后，又分别为两位病情特殊的患者赠送“加

号”。杨太珠教授曾用“慧眼”诊断出众多疑

难的胎儿畸形， 众多孕妈妈都打电话向她咨

询孕期秘籍。 向承发教授精于内分泌遗传代

谢疾病的诊治， 为娃娃咨询身高问题的电话

也是接连不断。

患者电话问诊 医生回答10分钟

一位中年出租车司机在电话中，为自己、

儿子和母亲咨询了多方面的病症， 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甘华田医生进行了长

达10分钟的解答。 这位出租车司机先咨询自

己的情况， 长期被腹泻困扰， 每天腹泻四五

次，严重影响到他的工作，而肠镜和大便检查

都很正常。甘医生怀疑他患有肠易激综合征，

并开出“处方”，可以服用思密达药。甘医生

称，这种肠道功能紊乱症与情绪有很大关系，

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等因素造成的。

出租车司机问完自己的病后， 又为患有胃炎

的儿子以及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母亲电话

问诊，甘医生一一做了详细解答。

擅长肝脏外科，肝脏移植，来自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的文天夫教授接到了众多关于乙肝

等慢性肝病方面的健康咨询。此外，赵纪春教

授作为血管外科的专家也接到了众多静脉曲

张患者的咨询电话。 赵教授提醒患者要坚持

穿专业的静脉曲张袜， 这种袜子根据人体站

立时静脉的压力状况设计，对治疗非常重要。

其中一位68岁的老大爷深受静脉曲张困扰，

纠结于要不要进行手术。 静脉曲张不但影响

到他的小腿外观，而且引发了小腿的胀痛感。

赵教授了解到这位大爷还经常外出后， 担心

长期依靠服药和穿着静脉曲张袜可能降低生

活质量，建议只要心肺功能正常，可以考虑手

术解决。

热点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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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娃频繁眨眼歪嘴

咳嗽还要骂脏话 咋回事

一位家长打来电话称，6岁的儿子频

繁眨眼睛、耸鼻子、歪嘴巴、咳嗽时还要骂

脏话。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儿科罗蓉医

生详细问诊后，怀疑小男孩属于抽动秽语

综合征，可采用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等方

法处理。她提醒，这种疾病在青春期以前

基本可以自愈，家长不要过于紧张，不要

给孩子太多压力，应该多鼓励孩子，家长

过分关注反而不利于症状改善。

小儿持续咳嗽1个月以上

最好去就诊

昨日， 拨打热线咨询孩子咳嗽问题

的读者特别多。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儿科副教授陶于洪细致地询问了病情和

症状，同样是咳嗽，但针对不同人给出了

不同的建议。

陶医生介绍，持续咳嗽1个月以上就

属于慢性咳嗽了，家长要引起重视，最好

去医院就诊，查明生病的原理，才能对症

下药。同样是小儿慢性咳嗽，可能是感染

了支原体或结核菌病毒， 就需要通过细

菌培养、拍胸片等确诊；可能是因过敏引

起，需要查一下过敏源；可能是神经系统

疾病如喉头肌肉抽动引起的抽动症；可

能是心因性咳嗽，比如紧张时会咳嗽，小

朋友看到别人咳嗽就学着咳嗽；另外，其

中1/3的孩子都或多或少是胃食道反流

引起的，就需要调整饮食、对症用药，严

重者还要进行外科手术。

胆囊有结石可考虑手术

否则易诱发其他病

昨日， 很多胆囊结石患者向李全生

教授进行了咨询。李医生表示，这种病发

病原因很复杂， 近年来胆囊结石的发病

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与人们饮食结构

的改变有一定关系。李医生建议，有结石

症状的情况可以考虑手术， 否则可能容

易诱发胆源性胰腺炎等疾病。

电话义诊中， 一位48岁的男性患者

同时患有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胆源性

胰腺炎和再生障碍性贫血。 李医生当即

建议该患者做血常规、 肝功能和B超等

检查，在身体状况允许、凝血功能改善的

情况下尽快做进一步处理， 否则可能引

发血小板进一步下降等严重问题。

昨日上午10时许， 炎炎烈日丝毫没有

挡住市民赶赴义诊现场的热情。 在四川大

学华西口腔医院内， 不少患者已经手拿成

都商报，早早等候在门诊大厅外。人群中，

有一大早就从新都、 郫县等区县赶车过来

的，其中年龄最大的有83岁，年龄最小的仅

5岁。来自龙泉的李先生，昨日一早看到报

纸后，立即向单位请假，将正在家中写作业

的儿子送了过来。

“这些都是口腔医院的顶级专家，平时

等一两个月都难得挂上号， 这个机会真是

太难得了。”李先生说，13岁的儿子牙齿间

缝隙很大，十分影响美观。为了带他到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进行诊断， 他曾尝试挂

邹静教授的号。可是，邹教授的号在未来两

三个月都满了。突然得知这个好机会，他感

觉真是运气来了。

昨日上午将近11时， 几位四川大学华

西口腔医院的专家戴着手术帽， 从不同方

向飞奔而来。“唉！实在是太忙了，刚做完

手术，下午马上要看门诊。”一路小跑，该

院赵志河教授、李小兵教授、邹静教授已经

气喘吁吁。义诊的座椅暂未到位，三位专家

来不及喝口水， 已经开始为热情的患者进

行义诊。另一旁，华成舸、宫苹医生也不约

而同从其他方向飞奔而来。

“你好，我今年83岁了，专门从郫县坐

车过来找赵志河医生。”一旁，一位满脸皱

纹的婆婆双手拿着成都商报， 满脸期待。拿

出口镜，赵志河教授随即为她认真地进行检

查，并详细询问着病情。每位专家问诊结束

后，都向患者送出了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特制的实用挂号指南。这份挂号指南里详细

罗列出了每种具体症状对应的可能疾病，以

及对应的建议挂号科室。此外，上面还详细

罗列出了每个专家的门诊时间。

现场义诊

刚下手术就来义诊

专家送出挂号指南

电话义诊 热线火爆 部分患者获专家“加号”

昨日，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的“好医生”组团为市民义诊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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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供需双方面对面

第一本

供需报告受热捧

写字楼租金大起底

来宾超员100%�供需手册10分钟抢光

由成都商报与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2013成都商业地产月———写字楼供需高峰论坛”昨圆满落幕

当讨论到“单一业权”对写字楼租

金的影响这一话题时，现场两位参加圆

桌对话的嘉宾形成了两种观点交锋的

对辩，精彩激烈的发言引起了在场来宾

的阵阵掌声。

四川泰然集团董事长唐冰认为：

“大家都在说单一业权写字楼租金高、

统一管理，但如果写字楼都由开发商自

持了， 那么投资用户的需求谁来满足？

我个人认为好的物业管理公司对物业

的品质维护有着极其重要的因素。”

而明宇置业集团总经理刘建忠则

一针见血地指出：“无论物业方再好，

电梯要更换、 洗手间要翻新这些款项，

如果是散售物业，由谁来买单的问题很

难统一，物管条例上说要动用维修基金

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而单一业

权的写字楼则不存在这类问题，更有利

于管理。”

针对刘建忠这样有力的观点， 唐冰

的反应也让大家兴趣盎然：“我们旗下

的时代广场项目虽然是散售， 却依然对

公共区域进行了维护性改造， 有一些大

修设备是通过公共维修基金和大修基金

在处理，业主都理解这种方式。我认为对

于散售型物业来说， 关键是开发商是否

愿意、有责任感去做这些维护，帮助投资

者共同创造、分享物业的红利，获得双赢

局面。”

观点交锋

写字楼

该持有还是散售？

观点

1

：开发商都自持了，投资客咋办

观点

2

：散售物业再好，电梯坏了谁修

在论坛现场， 由成都商报联合神鸟数

据、仲量联行共同深入调查市场、精心制作

的《成都首份写字楼供需报告》成为当仁不

让的“明星刊物”，仅仅上场十分钟就被参

与嘉宾一抢而光。不同于普通论坛上总是被

遗留的资料，这份供需报告的内容被现场来

宾形容为“年度最值得收藏报告”。原因在

于该份报告不但揭晓了成都写字楼落差极

大的“租金之谜”，交给投资人士如何选择

写字楼物业， 还搜罗了包括明宇金融广场、

棕榈泉国际中心、GTC·环球时代中心、希

顿国际广场、中海国际中心等50个在售或在

租楼盘的信息和相关联系人联系方式；其次

还提供了近70家世界500强、外资企业、知名

国企、发展型企业的联系方式。

“我们正在寻找值得投资的写字楼，成

都写字楼的性价比很高， 只要选好了地段，

物业的增值也是非常快。”四川省众一集团

融资部副总经理刘婷表示，目前他们在成都

保利中心投资了写字楼，虽然租金只有80元

/平米·月， 但是物业的价值一直在增加。参

加本次论坛，就是冲着论坛上大量的写字楼

信息来的，希望能从《成都首份写字楼供需

报告》中，更方便选择到想要投资的物业。

“根据我们的分析，成都楼市一年前分

散业权的甲级写字楼的租金跟单一业权之

间的差距不到2.9%，今天他们之间的租金差

距是23.3%！”论坛现场，高纬环球中国区研

究部董事张平的分析直击写字楼租金差距，

并表示， 当写字楼出现放量巨大的状况、市

场上租金受到压力的情况下，散售型写字楼

的租金会被立刻拉低，单一业权持有型的物

业租金相对比较坚挺，长期来看，后者才是

市场主流，具备长期的资产升值，抵御经济

波动的能力也超过分散业权的写字楼。

而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

旭认为， 投资写字楼的理念不应该仅仅从

短期的租金回报率来判断， 而应该看重物

业未来的价值。从目前来看，成都写字楼短

期供应过量肯定会造成空置率高和租金回

报率比较低， 此时选择购买写字楼应尽量

规避在城郊等区域，而购买物业在地段、品

质上双高的产品则更有保障。

“上午9点多，就有不少企业和投资客来

到论坛现场！”主办方表示，会议定于下午2点

半举行，但有热心的嘉宾上午就跑来了。原本

邀请了150位嘉宾， 最终到场人数超过300位

来宾， 其中不少来宾都是看了最近成都商报

关于写字楼系列话题报告以后， 通过热线报

名或者直接奔赴现场， 希望能了解最及时的

写字楼租金情况。

“我们以前参加的论坛也好，听过的写字

楼报告也好，大多是从供应层面解读写字楼，

总结市场的大体走势，而本次论坛突破这样的

规律，让供需双方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讨论市

场最具现实意义的租金问题。”棕榈泉国际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发商通过这次论坛能获

取大量的企业信息，同时，正在寻找办公楼的

投资者和有租赁需求的企业也通过这个平台

找到开发商，这种创新模式可以说在成都楼市

写字楼市场是第一次，也非常具有实用价值。

昨日，由成都商报与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

“2013成都商业地产月———写字楼供需高峰

论坛”在明宇豪雅饭店举行，这场被业界高度

评价的盛会成功搭建起写字楼供需双方需要

的资源平台，获得了商业地产开发商、企业、投

资客的热烈反响。据统计，现场嘉宾到达情况

超出预料，预计150人的会场，涌进300余人。

论坛现场，开发商和企业期待已久的《成

都首份写字楼供需报告》终于亮相，很快就被

现场来宾一抢而空。由高纬环球中国区研究部

董事张平女士和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杨红旭分别进行的两场精彩主题演讲，让与

会者准确了解中国及成都写字楼市场的发展

现状及未来方向。此外，两场由商业地产开发

商和知名企业、 专业机构进行的圆桌对话，直

击写字楼最为市场所关注的“租金”话题，无

论是开发商大佬的针锋相对，还是企业嘉宾的

妙语连珠，均制造了现场持续的高热度。

现场之火 下午开的会 上午就有人跑来了

报告之俏

首份供需报告10分钟抢光

租金之秘

自持与散售租金差23.3%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

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参会嘉宾翻阅成都首份写字楼供需报告

昨日论坛现场，参会嘉宾认真聆听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嘉宾圆桌对话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作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