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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明和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税号：91510100MA6CQXL632)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510018
00104，票号：02189031--021890
37)7份发票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诚勤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67�
71925851）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
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
此公告。

●遗失声明：本人刘纲，不慎将大
学毕业证遗失， 毕业学校为南京
财经大学（原南京经济学院），毕
业证书编号为：(96)本毕字347，特
此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售春熙路商圈商用楼二三楼各
429平。电话：13908042148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招 商 ●售养老办学场地13348937994

●医院转合作托管13981909958

高血压是“隐形杀手”：
致残、致死源于严重并发症

“我有一位男性朋友，40多岁，平
常抽烟喝酒应酬，是被确诊的高血压
患者，也确定了降压的治疗方案，但
由于应酬多，不坚持吃药，某天后半
夜突发脑出血，送医抢救48小时后死
亡。”据张教授介绍，这位患者在深夜
出现异常打鼾且呼之不应，这鼾声并
非真正在打鼾，实际上当时就已经中
风了……

高血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致
残、致死源于严重的并发症！

在中国，高血压病人更易发生心
脑血管问题，如果不重视，将可能导
致脑溢血、脑血栓、肾功能衰竭、冠心
病、中风、脑梗塞等严重并发症。

重视高血压的两个高危期
尤其是夜间的求救信号

张新军教授介绍，上午6：00~10：
00和夜间22：00~凌晨6：00对高血压
患者而言，是恶性事件的高发阶段。

清晨是血压波动最强烈的时间
段，且在冬季晨运可能使血压急剧升
高，增加中风、心肌梗死、心脏猝死的
发病风险。老年人最好选择傍晚锻炼。

夜间22：00~次日6：00，是夜间血
压波动最大的时段，在这个时段中风
风险比平时增加近3倍，更易发生不
可挽回的意外。

张教授建议，通过24小时血压监
测可有效发现清晨和夜间的血压变
化。夜间高血压患者可提前服用长效
降压药或通过调整用药时间来减少
夜间血压的波动。

夜间打鼾，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
再平常不过，但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
却不同。在张新军教授分享的案例
中，患者在深夜发生了异常打鼾，并
且伴有显著的血压升高，最终发生了
呼之不应、肢体抽搐等表现，这就需
要警惕发生脑血管意外，可能危及生
命。因此，高血压患者一定要重视打鼾，
这可能是一种求救信号。

立冬后是危险时节
名医教你这样防、这样治

1.做好防冻保暖措施
张教授说，在冬季，寒冷刺激是

血压上升和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
保暖对控制血压是有利的，在居家或
外出时，做好防冻保暖措施，也要尽
量避免寒冷天气里的户外锻炼。
2.选择傍晚锻炼，避开“清晨高血压”

张教授介绍，对高血压人群而
言，早晨运动可能会使血压急剧升

高，老年人最好选择傍晚锻炼。
3.这些危险因素可改变

食盐过多口味过重、吸烟、肥胖、
酗酒、缺乏运动、精神紧张压力大都
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也都是可以改
变的危险因素。
4.高血压病人冬天还应注意这些

注意心脑血管病的“预警信号”，
如胸闷心慌或疲乏无力，不自主的出
汗等；持续头痛头晕，行走不稳；面部、
舌头、嘴唇或肢体麻木，一过性或持续
性；嗜睡或性格反常；老年人饮食起居
应特别小心，尤其是夜间起夜，避免体
位性低血压导致摔倒；保持心理平衡，
注意缓解精神压力和紧张情绪。
5.学会并坚持自我测量血压

测量血压前，应休息10~15分钟，
以消除疲劳及兴奋；运动后，则必须
休息30分钟以上再测量；室内环境温
度适宜；每次测量2~3遍（不超过3
遍），中间间隔2分钟，取平均值，测量
结果应记录清楚，便于与医生沟通；
服药后两周内，每天至少测一次；血
压稳定后，坚持每周测两次。

提醒：降压药切不可自行停药或加
大剂量，需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

（江瑾然）

猝死，是生命最猝不及防的戛
然而止。而很多案例的逝者都有同
一种特征：腹型肥胖。

英国《每日邮报》曾报道，腹部
作为包裹重要脏器的部位，它的肥
胖比全身肥胖更可怕，它可能引起
致命性心脏病！

腹部肥胖的危害极大，大量内
脏脂肪可能会把胃往上顶，从而引
发胃灼热；会挤压肺的扩张空间引
起呼吸困难；分泌各种物质显著增
加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发病
风险，比如：脂肪肝、糖尿病、心脏疾
病、癌症和不孕不育等疾病。

通常，我们通过体重指数 BMI
（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
出的数字） 判断是否肥胖，我国
BMI 大于 24 为超重，大于 28 为
肥胖。而腹部肥胖的主要表现是腰

围增加，所以更常见的是通过腰围
估测是否属于腹部肥胖：男性腰围
≥85厘米，女性腰围≥80厘米，即为
腹部肥胖，此类人群更应注意。

减掉内脏上多余的脂肪，需要精
食+运动。饮食方面要多摄入纤维素，
少吃碳水化合物。食物纤维，可以让
排泄顺畅，吸收有害物质和胆固醇，
并将其排出体外，包括：燕麦、绿豆、
蕃茄、葡萄柚等；可溶性的食物纤维
更有助于排出内脏脂肪，如木耳；而
米饭、面包等主食属于碳水化合物，
要按照自己的体质需求，适量摄入。

有氧运动，尤其是游泳、慢跑和
快走，能显著减掉内脏脂肪。据调
查，快走可以提升体内脂肪的激素
含量，所消耗掉的内脏脂肪比慢走
要多47%。如再配合一些腹部训练，
效果会更好。 （石雪梅）

名医大讲堂
传递医界最强音！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的“名
医大讲堂”将邀请顶尖的医学
专家与患者“面对面”，让专业
的医学知识更接地气。我们所
邀请的医学专家可都是“医界
大咖”，他们有的是医学会专委
会的主委级专家、有的是各大
医院科室的掌门人，这些大咖
们将结合临床的案例及经验来
进行现场分享，将健康送到每
个人的身边。

每一次的“名医大讲堂”，
我们都将运用全媒体方式，通
过报纸、新媒体平台、视频等渠
道覆盖更多受众，为这座城市
献上一份健康之礼，共建“健康
成都 幸福蓉城”！

开 栏 语

线上：
29.9元泡森林野奢温泉
199元住日式酒店

29.9元就能泡的森林野奢温泉
位于青城后山，1小时即可到达。即
使价格这么便宜，温泉的品质还是
有保障的，很多人慕名前来。温泉位
于峨眉山所有温泉源头，温度高达
75℃，属极软的弱碱性温泉，富含对
人体健康有益的微量元素。设十余
种不同的汤池，具有不同的养生功
效，想泡哪个随你选。

日式酒店毗邻大熊猫保护区，白
墙黛瓦，独立别院，别有一番隐士风
味，是体验生活之美的好地方。199元
即可2大人1小孩住景观房、享免费
家庭影院、看书，还另送早餐。

线下：
19.9元买虫草小草
百余种生鲜滋补品1折起

11月10日成都商报·用户节秋
冬滋补特卖会将在用户节活动点东
效记忆成都大舞台广场同步开启，
现场将有百余种裸价生鲜滋补品供
市民选购，限时仅1天！

9.9元买福建蜜柚2只、19.9元
买正宗青海虫草小草 1 根、24.9 元
购 青 海 黑 枸 杞 、当 归 32 元/
200g……

据了解，主办方特别准备的
19.9元特价小草，属于西藏那曲虫
草小草和青海虫草小草，色正、体
满，高营养、无穿签、无死草、干度达
97%以上。

因为砍去中间商环节，所以价
格更加实惠。同时现场还有燕窝、西
洋参、蜜柚等各种食药同源滋补品
和水果生鲜开售，价格都是市场价
1折起。

19.9元购虫草，29.9元泡森林温泉……
双11暖冬福利限时抢！

很多猝死者的同一种特征：
腹部越大，寿命越短！

更多特价
线上产品，
扫描下方
二维码进
入“名医优
购 馆 ”抢
购。

哈弗H6买来三个多月就燃了
法院：赔辆新车的钱新买的哈弗H6汽车不到

四月就烧成了光架架，家住凉
山州会东县的曾先生很痛心。
他表示，今年3月22日下午，刚
启动哈弗H6汽车，引擎盖内开
始冒烟，随后发生明火，伴随
几声爆炸声，车辆被大火笼
罩，还引燃了家里的房子。（成
都商报曾报道）

事发后，曾先生多次找到
销售方要求解决，但销售方只
愿意赔偿41400元。曾先生遂将
汽车销售方起诉至法院。

11月7日，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近日会东县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汽车销售方一次性支付
原告购车损失1368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购买的哈
弗牌汽车在正常状态下发生燃烧，
该车仅使用近4个月，尚在质量保
证期内，可以推定该车存在产品质
量缺陷。被告认为案涉车辆发生燃
烧是由于原告使用不当造成的，但
被告所举火灾现场调查报告为其
自行单方作出的认定，不是具有相
关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而得
出的结论。同时，根据会东县公安
消防大队的《情况说明》，起火点位
于车头前引擎盖下方发动机处，火
势由车内向外部蔓延。综上，可以
认定该车辆是在正常状态下发生
自燃，从而推定该车辆存在产品质
量缺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六款“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
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
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被
告就此未能举证证明，应当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原告因车辆发生自燃产生的
合理损失为购车费136800元，对超
出购车费136800元的购车损失，原
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超
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会东县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陕西超达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次性给付原告
购车损失136800元。

一审后，汽车销售方不服判决
结果，已经提起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
龙 摄影报道

“厂家明确规定，质保为12个月
或2万公里。我多次找到销售方解
决，但4S店和厂家沟通后回复只赔
偿41400元。”曾先生于是将陕西超
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起诉至会
东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
原告购车损失240000元，房屋损失
26000元等。日前，凉山州会东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被告陕西超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辩称：该车是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该车型经过国家公告
3C认证，出厂时经过安全检验，是合
格产品。原告购买后在使用过程中发
生火灾，经长城专业技术人员现场勘
验鉴定，不是产品质量问题引发的火
灾，而是原告将车辆停放在一堆柴草
中，并没有熄火，排气管的高温部分
接触柴草，导致引燃柴草，是原告使
用不当造成的。

该公司还称，原告没有证据证
明是被告方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

销售方称：非质量问题引发火灾，原告使用不当造成

曾先生称，今年3月22日下午3点左右，
他启动这辆哈弗H6，准备驾车从会东老家
鲹鱼河镇回县城，“过了一小会儿，就发现
引擎盖冒烟了，我立即熄火下车检查情
况。”很快，明火就从引擎盖内冒了出来，且
火势越来越大，他从屋里端来水灭火，但没
有作用。“伴随着几声爆响，车子就被大火
吞噬，还引燃了家里的房子。”事发后，左邻
右舍帮忙，房子的火总算灭了，可车子却烧
成了“光架架”。

“这辆哈弗H6是去年12月9日在西安一
家哈弗4S店买的。”曾先生说，他此前在西安
打工，以舅子马天元的名义买了该车，裸车
买成13.68万，落地价17万多元。事发后，他将
此事反映给4S店和厂家，希望获赔全部经济
损失。

火灾发生后，曾先生第一时间报了消防
队及交警队。4月27日，凉山州会东县公安消
防大队也针对此事给出一份情况说明：经过
环境勘验、现场取证、专项勘验和询问笔录，
调查情况和结果如下：1、车辆已基本烧毁。
2、排除人为纵火。3、排除小孩玩火。4、排除
雷击引发火灾。5、起火点位于车头前引擎盖
下方发动机处，火势由车内向外部蔓延。6、
不排除车辆故障引起火灾。

新车才开三个多月
被烧成了“光架架”

法院一审：车存在产品质量缺陷，赔偿购车费136800元

张新军教授
主任医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
心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委员
中国高血压联盟常务理事
四川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
候任主任委员

有一种病，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
“快速通道”。据估算，我国目前有2亿
多患者，且还在以每年约1000万人的
速度不断递增，每4个成年人中就有1
位患者，2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患此
病，它就是高血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
心副主任张新军教授在成都商报“名
医大讲堂”上指出，“高血压通常没有
特别明显的症状，多数高血压往往是
悄然起病，直到引起严重的心脑血管
损害才被发现或重视。”

昨日立冬，我们为读者朋友准备了一大波好吃、
好耍的1折起限时裸价福利。

川大华西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副主任张新军：

高血压“暗藏杀机”
立冬后是危险时节

张教授关于高血压名医大
讲堂的完整视频，可在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进行观看。

健不健康，看看体型就知
道。你不知道吧，有一种身体竟
是万病之源！来名医大讲堂听
听童南伟教授怎么说！

11月13日，名医大讲堂将邀
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
谢科主任童南伟教授做客四川
名医大讲堂。

活动时间：11月13日(下
周二)13：30~14：30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
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成
都商报四川名医健康教育基
地（地铁3号线、4号线市二医
院站B口出)

特别提醒及下期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