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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7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突破世界难题

一滴血可测癌症
已被批准临床使用

2017年5月2日
星期二

城管持证上岗
网游须实名注册
一批新规昨起实施

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条交易功能
将关闭、城管不得设罚款任务和目标、
网游用户要实名制注册……5 月起，
又有一批新规将正式实施，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改变。

复合卡磁条交易关闭

近期，有传闻称 5 月开始磁条卡
不能用了，需要赶紧换卡，这让不少打
算利用假期“买买买”的消费者感觉不
便。其实，5月1日后纯磁条卡仍能正
常使用，银行关闭的只是芯片磁条复
合卡的磁条交易。也就是说，同时拥有
磁条和芯片的银行卡只能通过芯片插
卡消费，但纯磁条卡的交易不受影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
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自5月
1日起全面关闭芯片磁条复合卡的磁
条交易功能，并要求各商业银行采取
措施加快存量磁条卡更换为金融 IC
卡的进度。

城管执法全程记录

《城市管理执法办法》昨起施行。
《办法》规定，城管执法人员开展执法
活动，可以以勘验、拍照、录音、摄像等
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在现场设置警示
标志，询问案件当事人、证人等，查阅、
调取、复制有关文件资料等。同时要求
城管执法人员应当持证上岗，主管部
门应当运用执法记录仪、视频监控等
技术，实现执法活动全过程记录。

网游游客无法充值

昨起施行的《文化部关于规范网
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
通知》要求，网游运营企业应要求网游
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
册；不得为使用游客模式登录的用户
提供游戏内充值或者消费服务。网络
游戏经营单位还需要设置未成年用户
消费限额，限定未成年用户的游戏时
间，并采取技术措施屏蔽不适宜未成
年用户的场景和功能等。

不得拒招残疾考生

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昨起
施行，禁止任何基于残疾的教育歧视。
普通高级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继续教
育机构应当招收符合国家规定录取标
准的残疾考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而
拒绝招收。

医疗器械三级召回

《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昨起实
施，根据医疗器械缺陷的严重程度，医
疗器械召回分为三级。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作出医疗器械召回决定的，一级
召回应当在1日内，二级召回应当在3
日内，三级召回应当在7日内。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未按照要求及时向社会发
布产品召回信息的处3万元以下罚款。

公交客运特许经营

交通运输部颁布的《城市公共汽
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昨起施行。规
定明确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实行特许经营，城市公共交
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规模经营、适度
竞争的原则，综合考虑运力配置、社会
公众需求、社会公众安全等因素，通过
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选择运营企
业，授予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运营权。
运营企业不得转让、出租或者变相转
让、出租城市公共汽电车线路运营权。

买房须刷本人银行卡

5月起，购房者购房时只能使用自
己的银行卡。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房、房
地产经纪机构提供二手房买卖经纪服
务时，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打击
借二手房买卖进行洗钱。该规定不仅
适用于二手房交易，也包括房地产开
发企业销售的新房。（央广、北京晨报）

近日全国多个省市，出现了一款由河南省
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商标名为

“代盐人”的深井岩盐（加碘）。该盐存在异味，当
加热或有手搓后，会散发出浓烈的臭脚味。多地
职能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

买到“脚臭盐”打开就闻到臭味

继陕西铜川、安康之后，西安也发现了“脚
臭盐”。4月29日，据华商报读者反映，一周前他
在西安雁翔路附近的立客购物广场也买到了同
品牌食盐。记者前往该超市发现，这种盐仍在销
售。记者购买了一袋打开后，能够闻到一股淡淡
的臭味，当用手反复搓后，臭味特别刺鼻。该超
市负责人说，这些盐是经销商送货过来的，超市
方面也不知道这盐有什么问题。

随后记者在西安韩森寨十四街坊一家小商
店内，购买了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司的精制盐，
也存在类似情况。但记者购买的陕西盐业专营
公司的海藻碘精制盐以及中盐长江盐化有限公
司的加碘食盐，却不存在异味这一情况。

陕西已要求全省下架“脚臭盐”

“近日，全国各地均出现了这种‘脚臭盐’，按
照相关标准，食盐应当是无异味的，这种脚臭味
明显属于异味，不符合国家标准。”4月29日，西安
市盐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西安市已接到省
盐务局紧急通知，对于这种存在异味的食盐要求
下架。待异味查明原因后，再另行定夺处理。”

据该负责人讲，4月28日，西安市盐务管理

局约见了河南省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在西安的经销商。

目前陕西省盐务管理局已发紧急通知，要
求全省范围内涉及存在疑问的食盐，全部下架。

据介绍，相关部门已对这一品牌食盐送检
权威部门进行检测。

是丁酸还是硫化氢尚待查明

记者发现，最早出现“脚臭盐”的新闻在今年3月
16日《平顶山晚报》。随后，记者联系上《平顶山晚报》。
据称，当时他们采访了河南省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厂家对这种脚臭味，解释是
盐里含有丁酸，对人体肠胃属有益，厂家在生产时没
有去除掉岩盐中的丁酸。在报道刊发后，当地盐务职
能部门也未明确表态，丁酸是否应当被剔除掉。

一位从事盐业生产的行业人士表示，盐有
“海盐”“岩盐”之分。井矿盐大多采取钻井水溶
开采法的工艺，通过钻井注水溶矿盐制取出卤
水，在这过程中遇到岩石断层中渗漏出的硫化
氢气体溶入卤水后，如果处理卤水工艺过程中
操作不到位，极易将原生硫化氢带进真空制盐
过程。“硫化氢就是有腐蛋臭味的无色气体，在
食盐制成品中含有的‘脚臭味’，就来源于它。”

据了解，硫化氢是具有刺激性和窒息性的无
色气体，低浓度接触仅有呼吸道及眼的局部刺激
作用，高浓度时全身作用较明显，表现为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和窒息症状。硫化氢具有“臭蛋样”气味，
但极高浓度很快引起嗅觉疲劳而不觉其味。“脚臭
盐”中到底是什么，还有待权威部门的检测。

目前，我国自
主 研 发 的
Hsp90α定量检测
试剂盒已通过临
床试验验证。患者
只需取一滴血，即
可用于癌症病情监
测和治疗效果评价

●●近期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全国多地出现““脚臭盐脚臭盐”，”，
他们的生产厂家均为河南省平顶山神他们的生产厂家均为河南省平顶山神
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脚臭盐脚臭盐””包括该公司生产的包括该公司生产的400400
克装克装““代盐人代盐人””牌加碘深井岩盐牌加碘深井岩盐、、500500克克
装装““宇鹰宇鹰””牌加碘深井岩盐牌加碘深井岩盐、、400400克装克装““四四
季九珍季九珍””牌加碘食盐牌加碘食盐

●●该盐存在异味该盐存在异味，，当加热或有手搓当加热或有手搓
后后，，会散发出浓烈的臭脚味会散发出浓烈的臭脚味。。多地职能多地职能
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

市场出现“脚臭盐”，手上一搓就有臭味！
生产厂家多为河南一公司 多地职能部门已要求该品牌食盐下架

眼下，热休克蛋白90α检测在
医院的平均价格为300元左右。而
其他的肿瘤检测，如CA系列，平均
价格仅八九十元。此外，由于普罗
吉还未申办进医保的手续，患者在
医院检测热休克蛋白90α，不能享
受医保。崔大伟表示，“确实比现有
的一些标志物要贵，第一因为现在
前期的研发投入巨大；第二因为现
在市场没有打开，平均成本摊销会
很高。随着市场推广，那么我们肯
定会成本价格越来越下降，这样子
的话也会有利于更多的人民群众
去使用我们这个产品。”

罗永章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懈
努力，为中国拿到了一项癌症检测
领域的世界第一，这是一份含金量
十足的“世界第一”，我们希望它推
广的脚步能够再快一点，这样的中
国制造能够再多一点。多一点这样
的“世界第一”，就能为千千万万的
癌症患者多赢得一点时间，多生出
一分希望。（综合央视、北京晚报）

2015年，我国新增429.2万癌症患
者，死亡病例达 281.4 万，平均每分钟
新增癌症患者已超 8 人，很多人因此
谈癌色变。另一个更痛心的事实是，早
期的癌症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到晚期
才被发现。如何及早发现癌症这个世
界性课题一直困扰着医学界。20多年
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罗永章
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寻找答案，并有了
历史性突破。这支中国医疗团队，发明
的一款“照妖镜”，可让癌症早早现出
原形，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罗永章
希望推广的脚步能够再快一点，为千
万癌症患者多赢得一点时间和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癌症新发
病例将达到2000万，因癌症死亡1200万人。寻
找到癌症治疗和监测的有效手段是全世界众
多科学家为之努力的方向。可是在现实中，如
何及时发现癌症一直困扰着国内外的医学界。
肿瘤具有隐秘性，早期的肿瘤虽然好治愈，但
由于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到了晚期才被人发
现。而晚期的肿瘤已转移、扩散，很难医治。

罗永章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刚毕业时
就痛苦地看到了这个事实：“大学毕业以后，我
同班一个同学被发现得了癌症，而且是胰腺
癌，手术后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在我同学去世
前，希望我能学与肿瘤相关的专业。”要好的同
学因为癌症而去世，深深刺激了罗永章，在美
留学期间他毅然从本科的化学专业改成了生
物学，从此，开始了与癌症斗争的事业。

1998年，一个偶然的契机，促使罗永章回
国，并研发出抗癌新药恩度，让药价大幅下降。
但肿瘤早发现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罗永章。

1989年，学术界就发现人体中的热休克蛋白
90α可成为肿瘤发现的标志物，但迟迟没有研究成
果转化为产品。2009年罗永章团队开始介入研究，并
通过重组蛋白质大规模制备技术，人工制备出结构
稳定的热休克蛋白90α。这相当于他们可以自由“制
造”这种蛋白。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自主研发出一种
专门检测热休克蛋白90α的试剂盒。患者只需取
一滴血，即可用于癌症病情监测和治疗效果评价。

2013年，罗永章团队联合八家医院，搜集了
2036例入组样本，完成世界上第一个将热休克
蛋白90α作为肺癌标志物的临床试验。在全球
首次证明了热休克蛋白90α，是一个全新的肿
瘤标志物。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Hsp90α定量
检测试剂盒已通过临床试验验证，获得国家第
三类也是最高类别的医疗器械证书，并通过欧
盟认证，获准进入中国和欧盟市场。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很快将其批准用于肺癌患者的
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这是人Hsp90α被发现
24年来，全球第一个将其用于临床的产品。

在肺癌之后，罗永章团队在去年完成了肝癌
上的临床研究，在世界上首次证明，热休克蛋白
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的检测，现已被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临床中使用。除了肝癌和肺癌
的监测外，由于有了热休克蛋白90α检测技术，当
一些癌症转移到肝部和肺部两个器官时，医生能够
及时获得信息，从而做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热休克蛋白90α是否真能成为癌症的
“照妖镜”，最重要的还需要临床检验。热休
克蛋白90α的检测效果究竟如何呢？

有一名在2014年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的
癌症患者，手术后急需一种有效的肿瘤检测
手段，及时了解自己病情的变化。当他偶然
了解了热休克蛋白90α检测技术后，便做了
包括它在内的多种肿瘤检测。

手术9个月后，该患者进行了一次检测，
除了热休克蛋白90α的数值异常，别的肿瘤
标志物都显示正常。但到2015年，其他的肿瘤
标志物指标也不正常了。目前，经过积极治
疗，该患者的病情已得到控制。运用多种手段

检测身体的变化，成为该患者的必修课。
天津人民医院肿瘤研究所所长王华庆

表示，热休克蛋白90α在基础实验当中以及
已开展的在非小细胞肺癌、肝癌中，已发现
它大大优于目前临床上常用标志物。

在外人看来热休克蛋白 90α应用前
景应该是一片光明，而在烟台办试剂盒
工厂的崔大伟总经理却认为，好日子还
远 远 没 有 到 来 。眼 下 ，虽 然 热 休 克 蛋 白
90α检测技术获得国家许可，但是推广
的时间比较短，销量并不大。前期研发投
入巨大，而产销量却不足，使得企业无法
降低生产成本。

癌症“照妖镜”
却遇推广门槛困境

希望推广再快点
抗癌还需更多
“世界第一”

未来

要好同学因癌去世
罗永章毅然改专业

自主研发获认证
一滴血可测癌症

努力

契机

2015年，我国新增429.2万癌症患者，癌症死亡病例达到281.4万，
很多人因此谈癌色变。2015年我国新增的癌症病例大约是430万，死亡
的是280万，也就是平均每分钟新增的癌症患者已经超过8人。

数
据

早期的癌症没有明显症状，往往到了晚期才被发现。早癌九成可
治，晚癌九死一生。于是，一个新的世界性课题，如何及时发现癌症一
直困扰着国内外的医学界。

痛
心

二十多年来，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罗永章和他的团队一直在
寻找答案，并且有了历史性突破！这支中国医疗团队，发明的一款“照
妖镜”，可让癌症早早现出原形，挽救成千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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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罗永章团队开始介入研究，并通过重组蛋白质大规模制备
技术，人工制备出了结构稳定的热休克蛋白90α。这相当于他们可以
自由“制造”这种蛋白。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自主研发出了一种专门检
测热休克蛋白90α的试剂盒。患者只需取一滴血，即可用于癌症病情
监测和治疗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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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内媒体报道，近期，河南平
顶山、安徽阜阳、山东泰安莱芜、江苏
海门、甘肃天水、江西新余等地都出
现了“脚臭盐”……他们的生产厂家
均为河南省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
任公司。“脚臭盐”包括该公司生产的
400克装“代盐人”牌加碘深井岩盐、
500克装“宇鹰”牌加碘深井岩盐、400
克装“四季九珍”牌加碘食盐。此外，
生产厂家为河南中盐皓龙的精制食
用盐、精纯盐也被曝有脚臭味。

据了解，经江西省盐业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站检测，“脚臭盐”为不合格食盐。

据了解，日前，甘肃省盐务局天水
分局执法人员在对盐业市场进行检查
时，查处了一批同样来自于河南省平
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不合格
食盐。甘肃省武山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将“宇鹰”牌食盐取样送往具有资质
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江苏省南京盐业
质量监督检测站检验。该检测站出
具检验报告显示，送检的该批次盐
产品含有毒、有害成分亚硝酸盐。

（华商报）

新闻链接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罗永章

国考三年来最大规模补录：
2377个空缺职位补录4127人

近日，2017年国考调剂启动，包括
中央机关在内共涉及2377个空缺职
位，需要补录4127人，符合条件的考生
可以从5月3日开始报名。据悉，这是近
三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补录。

中公教育机构专家介绍，在所有需
要补录的职位中，县（区）级及以下职位有
2222个，占总数的93%，说明基层职位是
本次补录的“主力军”，也受到政策倾斜和
照顾，对于有投身基层、扎根基层意愿的
考生而言，可以重点考虑这些职位。

此外，在中央国家机关直属机构
（省级以下）的补录职位中，空缺职位
超过100个的11部门均出自各省区的
国家税务局，不仅涉及新疆、黑龙江等
边远地区，同样也有广东、浙江等经济
发达省份。 （人民网）

国内多地现“脚臭盐”
这几个牌子的盐别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