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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

正在积极
确认病因

2018年1月26日
星期五

基地官博评论关闭
基地表示，为减轻基地

科研人员心理负担，维护大熊
猫保护研究工作的正常秩序，
基地官方微博于2017年11月
底设置了评论权限。

同时，诚挚欢迎包括网络
文章作者等在内的所有人前来
基地，现场咨询、了解、核实相关
情况，基地将本着客观、真实、公
开的态度，进行友好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综合新华社

一个600户小区
投放了近500辆

在郫都区，近一个月出现
了一款蓝色单车，它以非常快
的速度抢占了街头巷尾。

1月22日，网友爆料郫都区
龙光君悦华庭哈罗单车投放太
多，影响出行。1月25日，记者沿着
中信大道二段前往，在成都工业学
院北门路段看到，道路两旁哈罗
单车堆放非常密集，且停放在非
停车线内，远离公交车站，不到两
百米的地方，投放点有5处，记者
数了一下，一共226辆。

家住附近的李大爷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这些单车大概是一
个星期之前出现的，李大爷不
解：“这里离学校很近，但是现在
放假了，压根没有学生使用。”李
大爷说，这些车辆的使用不多，
只能占用人行道停放。

这样密集投放的现象同样
在菊松公交车站路段出现，这里
远离地铁站，附近没有小区。在
附近打扫卫生的环卫工人邓阿
姨说，这些单车在一个星期之
前出现，附近人流量少，一个星
期来仅有几辆被骑走，同样，哈
罗单车停放点都没有画停车
线。“这些车放在这里好浪费，
应该挪到人多的地方去。”

类似情况，成都商报记者
在蜀信西路也有发现。在龙光

君悦华庭小区，如网友所爆料
所言，哈罗单车将小区的人行
道整整围了一圈，有的单车甚
至堆放在绿化带上，记者围着
小区点数了一番，一共489辆。

龙光君悦华庭安保部潘姓
工作人员介绍，该小区一共有两
期，但是因为二期才刚刚交房
子，目前仅有一期有600多户入
住，换而言之，几乎户均一辆哈
罗单车。他说，哈罗单车投放之
前没有跟物业协商划定停车区
域，早上七八点就把小区人行道
占完了。“太影响业主了，因为很
多人要搬运装修材料，不得已，
我们物业人员来帮忙挪单车。”

影响行人出行
能停车区域全部划完

在犀浦站执勤的犀浦城建
队王姓工作人员说，蓝色的哈罗
单车已抢占了犀浦地铁站。“在
他们来之前，我们新划了两个停
车区域。”王姓工作人员说，但
是不到一个星期，这两个停车区
域已经车满为患。

他介绍，目前包括犀浦、天
河路和百草路的三个地铁站单
车已经达到了4000多辆，仅犀
浦地铁站就有2000多辆，在以
前，犀浦地铁站B口门前的人行
道并没有对共享单车开放。“没
有办法，车太多了，因此重新在
B口和快铁站门口重新划了两

个停车区域，没有想到很快就
占完了。”这位王姓工作人员表
示，“犀浦地铁站已没有任何空
间可以划停车区域，再持续下
去，行人就没办法走路了。”

哈罗单车：
主要在三环和绕城间投放
投放已经达到了4万辆

公开资料显示，哈罗单车隶
属于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哈罗单车四川省区经理王
乐乐介绍，哈罗单车于去年12
月30日入驻成都，主要在成都
三环与绕城之间投放，目前已
经达到了4万多辆，投放区域主
要集中在郫都区、新都区、金牛
区和青羊区，其中郫都区最多。

“我们响应成都市的尾号
限行措施，主要在三环和绕城
之间投放。”王乐乐说，OFO和摩
拜把注意力集中在主城区，哈罗
单车抓住这个契机，向成都市相
关部门进行了沟通报备，取得了
许可，才进行投放。

对于密集投放问题，哈罗单
车表示目前已结束在郫都区的新
车投放，聚集情况可能是近期天
气原因客户没有骑行导致。

采访中，多名使用哈罗单车
的用户介绍，哈罗单车押金199
元，但是芝麻信用积分达到650免
押金，因此具备一定的竞争力。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仅仅完成输入了一个疗程的脐
带来源间充质干细胞，患有卵巢早
衰的杨女士就出现了早孕反应，于
2017年7月，诞下一名健康的男婴。

2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
干细胞库了解到，经四川省卫计
委审批立项的国内首个“MSC（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
科研项目传来好消息，参与临床
试验的18名卵巢早衰患者，已有一
位患者成功诞下健康男婴，这是
西南地区首个通过静脉注射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成功治疗卵巢早衰
而诞生的“干细胞宝宝”。

3个月不来例假
治疗后产下健康男婴

34岁的杨女士准备生育二孩
时，发现自己患上了卵巢早衰，

“例假乱，甚至3个月不来”。求医
一年多效果不佳，在主治医生的
建议下，杨女士报名参与了“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卵巢早衰”科
研项目的临床试验。

2016年9月，杨女士开始接受
静脉输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每次20分钟吧。”2周后，身体出现
了反应，第5周，杨女士对医生描述
最近出现了乏力、呕吐等反应，检
查后确定，杨女士已经怀孕。

2017年7月，杨女士顺利剖腹产
下一名男婴，母子都十分健康。“现
在孩子6个多月，母亲已经恢复了比
较规律的例假。”该项目合作单位、
四川省生殖专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
师欧良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确定
怀孕后，杨女士就停止了输注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生产过程很顺利，产
后也未再继续进行治疗。

育龄妇女卵巢早衰
发病率高达1%~1.5%

临床上，卵巢早衰已经成为
妇科临床常见病之一，会引起低
雌性激素水平和生育力丧失。

目前，卵巢早衰还缺乏有效
的治疗手段。四川省生殖专科医
院业务院长王一珏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40岁以前的育龄女性，连续4
个月闭经，卵泡生成激素升高，雌
性激素水平下降，B超检查发现卵
巢体积小，不能生成优势卵泡，特
别是出现了早期更年期的表现，
就一定要检查，是否患上了卵巢
早衰。目前，卵巢早衰的发病率，
在适龄育龄女性中高达1%~1.5%，
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大熊猫
黑眼圈为何

变白

“螨虫眼”？ 一直未查出明确病因
基地表示，这些大熊猫除了眼圈周围脱毛以外，并未

发现发痒、结痂等症状，精神、食欲正常，也并未影响生长
发育，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未见异常。脱毛较为严重的大熊
猫“勇勇”精神状态、行为良好，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均正常。

大熊猫寄生虫病的预防一直是成都基地种群安全和
疾病防控的重点之一。“网友所称的基地大熊猫出现的‘螨
虫眼’，基地兽医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进行病因病原学跟
踪调查，重点集中在蠕形螨检测、真菌检测和维生素、微量
元素检测，但一直未查出明确病因。”成都基地专家表示。

脱毛加重？ 眼圈部皮肤被刮取采样
基地介绍，近期他们对临床症状最严重的三只大

熊猫“勇勇”、“奇一”和“小雅”进行麻醉，刮取眼圈部皮
肤样本送到四川农业大学寄生虫实验室进行蠕形螨
PCR检测。大熊猫眼圈部皮肤因采样被刮取，所以部
分网友认为是脱毛加重。

据悉，导致动物体表脱毛的原因除外寄生虫感染
外，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缺乏等等。大熊猫因其物种
的特殊性，可借鉴文献和病例稀少，采样困难，对疾病
的确诊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目前，基地兽医会同
相关专家正在积极从各方面查找原因，一旦确认病因，
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疗。

近日，“大熊猫黑眼圈变白”即大熊猫出现“螨虫眼”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甚至有网友发文指责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虐待大熊猫。24日深夜，成都基地作出回应，部分大熊猫确实存在眼周局部脱毛，
目前正在积极确认病因，之后将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疗；同时，基地对“虐待大熊猫”的质疑进行了澄清。

此外，基地还
对其余网络热议
的问题予以回应：

600户人489辆车
哈罗单车“包围”小区
城管部门表示，反对密集投放、把人行道当成停车场，欢迎市民拍照举报

一个月前一个月前，，哈罗单车入驻成都哈罗单车入驻成都，，短短一个月投短短一个月投
放量已经达到了放量已经达到了44万辆万辆，，目前主要集中在郫都区目前主要集中在郫都区、、青青
羊区羊区、、金牛区金牛区、、新都四个区域新都四个区域。。

11月月2424日日，，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哈罗单车入哈罗单车入
驻成都后驻成都后，，在成都工业学院北门路段在成都工业学院北门路段、、蜀信西路蜀信西路、、菊菊
松村公交站路段等多个人流量少松村公交站路段等多个人流量少,,甚至无小区的多甚至无小区的多
个路段投放非常密集个路段投放非常密集。。以龙光君悦华庭小区为例以龙光君悦华庭小区为例，，
入住户仅有入住户仅有600600多户多户，，但是哈罗单车围绕着这个小但是哈罗单车围绕着这个小
区整整投放了一圈区整整投放了一圈，，共共489489辆辆，，基本达到户均一辆基本达到户均一辆。。

市城管委表示市城管委表示，，绝对不允许把人行道当成停车绝对不允许把人行道当成停车
场场，，给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的给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的，，将对企业进行约谈将对企业进行约谈。。

绝不能把
人行道
当停车场

成都市交委表示，对哈罗单车投放新
车一事，已经知晓，具体情况已经对接哈
罗单车。

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负责人表示，城
管委知晓哈罗单车投放车辆一事。“企业
说确切的投放时间是1月25日，包括市
交委、城管还有公安几个部门还在协商。”
该负责人表示，已经告知企业一个地方能
不能投放要看市场需求量，不能投放了但
是又在闲置，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在正式
投放之前，可以和区县联系看能不能试投
放一部分。”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成都对投
放新车没有禁止，但是把人行道当成停车
场密集投放绝对不允许。“我们也欢迎市
民进行拍照举报。”该负责人说，对于这样
的企业要进行考核、通报和约谈，从政策
层面和管理方式引导。

/ 市 城 管 委 /

间充质干细胞修复早衰的卵巢

西南首个“干细胞宝宝”
半岁了，很健康

杨女士开心地抱着宝宝

四川省干细胞库专家组组长
汪成孝教授介绍，干细胞是一类具
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是指存在于新生
儿脐带组织中的一种多功能干细
胞，具有很多优点：首先，自身的免
疫调节能力使其不会产生排斥反
应，可以用于他人；其次，强大的自
我修复功能，在特定环境下可直达
病变、损伤部位进行修复。2015年，
省卫计委批准立项，国内首个

“MSC（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卵
巢早衰”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临床试

验。2016年2月24日到2017年1月24
日，共向社会招募了18位患者参与
临床治疗研究。

汪成孝介绍，综合考虑，项目
组采取静脉注射的治疗方式，这是
世界公认的最安全的治疗方式之
一。用于治疗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均来源于社会捐赠的脐带血，“18
位患者，除了成功受孕的一例外，
40%的患者出现了不同程度身体激
素水平、卵巢功能改善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间充质干细胞如何治疗卵巢早衰
专 家 解 读

律师函
网络文章提到，“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还发律师函‘威胁’过
大熊猫粉丝”。

基地表示，网络上曾出现个别极
端的人或组织，为抹黑成都熊猫基地
而造谣生事。尽管熊猫基地通过多种
方式已对相关谣言进行了多次官方
回应，但仍由于个别人或组织对热心
猫粉进行煽动，对大熊猫保护工作进
行恶意攻击，影响了基地的正常工作
开展。为此，熊猫基地通过法律途径，
发表律师声明，以消除负面影响。

大熊猫“萌兰”
网络文章中提到“萌

兰曾在基地受过惨无熊
道的折磨，患过骨髓炎，却
得不到治疗。”

基地表示，从2017年
1月底检查到大熊猫“萌
兰”异常开始，针对“萌兰”
的发病情况，基地为“萌
兰”的治疗付出了大量心
血，尽职尽责，并于5月23
日与7月7日先后对外公布
了相关治疗情况。

大熊猫“萌萌”
网络文章也提到

大熊猫“萌萌”的健康
堪忧。

基地表示，2017年
11月8日，因熊猫基地太
阳产房动物环境富化
提升改造，大熊猫“萌
萌”从太阳产房搬至14
号兽舍，“萌萌”的生活
并未受到影响。基地也
于2017年11月9日对外
公布了相关情况。

熊猫基地未开展任何
合影收费项目的严正声明

网络文章提到：“该基地还违规
操作，无视林业局规定，随意让人接
触大熊猫，据闻普通游客大概价格
是1000多块抱一次。”

基地对此严正声明，根据有关
规定，熊猫基地未开展任何合影收费
项目。能近距离接触大熊猫的只有饲
养员、兽医、见习饲养员、研究人员以
及通过审核与培训参与保育体验活
动的爱心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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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小
雅眼部周围
呈白色

◀1月25日，
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大
熊猫奇一的“黑
眼圈”变白
摄影记者 王效

◀成都工业学院北门路段，密集投放的单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