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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根
据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
率、致死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均居第五位，其
中新发病例有37.6万，死亡病例19.1万。

成华区消化内科质控中心主任、成都市
第六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霞介绍，理论
上，肠道肿瘤从良性进展为恶性一般需要
15-20年时间，如果能在早期发现，实施肠镜
下微创切除，治愈率可达到90％以上。在日
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早期消化道肿瘤诊断率
可以达到70％，而我国受社会经济条件制约

以及传统观念影响，消化道肿瘤筛查率仅
15％，多数患者发现时已属于肿瘤中晚期，

“这个时候的治疗花费较高，预后较差。”
2018年7月，国家著名消化病专家李

兆申院士呼吁“建立专家、媒体、制度三位
体消化道肿瘤科普权威体系，让“发现一例
早癌，挽救一条生命，拯救一个家庭”的观
念普及到全国各地；同年10月，中国抗癌
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发布了《中国结直
肠肿瘤早诊筛査策略专家共识》，为结直肠
癌的早期筛查提供了方法。

9个问题1张试纸
成都成华区消化内科质控中心发起结直肠早癌筛查

如果癌症能够提前检测、提前预
防、提前干预，就能够大大降低癌症的
致死率。对于结直肠癌来说，日常观念
中的“不好意思”往往成为忽视早期筛
查的原因，事实上，肠道肿瘤如果能在
早期发现并进行积极干预，治愈率可达
到90％以上。

2019年5月起，成华区消化内科质
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成都市第六人民
医院），牵头并联合区域内 6 家基层医
疗单位进行结直肠早癌筛查，这也是成
都市首个结直肠癌筛查行动。目前，已
有一名患者通过此次筛查发现了结直
肠癌并已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2018年6月，成华区消化内科质
控中心挂靠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该
院也承担起学科相关的项目、研究等
工作），此次筛查工作就是由市六医院
消化内科牵头进行。陈霞介绍，经过
前期周密的筹备，从2019年5月起，
中心正式开始进行结直肠早癌筛查工
作，第一期计划覆盖区域内双桥子卫
生服务中心等6个基层合作单位，并
在2019年11月之前完成1200份筛
查报告的回收。

实际上，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配合
结直肠癌早期筛查并不是一件难事，
操作起来也很简单。一般情况下，市
民需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指定的
医疗单位完成一份《结直肠早癌筛查
危险因素评估表》，除了姓名、年龄、型
别、住址等基本信息之外，主要的评估
问题共有9个，涉及“有无慢性腹泻
史”、“有无慢性便秘史”、“有无粘液和
或血便史”等，市民只需根据日常生活

情况填写即可。为了让不懂医学的市
民也能看得懂，评估表的最后还增加
了填表说明，标注了每一个专业名词
的定义。

完成评估表后，针对问卷筛选出
的高危人群将进行第二部筛查——粪
便潜血测试（FOB检查）。工作人员
会提供一张专用试纸，它能帮助医生
进行早期筛查消化道恶性肿瘤及诊断
各种原因引起的消化道出血。

在两项筛查均显示高危的情况
下，医护人员将与填表人联系，并提供
进一步检查的建议。为了给后续研究
提供数据，陈霞在评估表中还加入了
一些行为及生活方式的调查，这些内
容将帮助她在后续的科研课题中，发
现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与疾病
的联系。目前，在已收集到的人群中，
已有一名患者通过此次筛查发现了结
直肠癌，并已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9个问题1张试纸“搞定”结直肠早癌筛查

消化道肿瘤筛查率仅15％ 很多人发现时已属中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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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分期待
问：周四沪指低开，盘中

探底震荡，收盘下跌。你怎
么看？

答：受外围消息面影响，
市场全天低位震荡，以房地
产、金融板块为首的权重拖累
股指，尾盘科创板表现较强。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27只，跌
停3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缩量失守5日均线，仅剩最强
的创业板指仍收于5日均线
之上；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
均失守5小时均线，且60分钟
MACD指标出现死叉；从形态
来看，由于目前仍未完全拖
累前期的底部震荡区，周二
的缺口被回补有利于未来行
情走向的发展，由于各股指
仍收于60日均线之上，显示
后市仍有较大概率重新走
强。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且
有5个合约出现正溢价，显示
市场反弹动能较强。综合来
看，近期消息面的不确定性
是市场走势反复的首要原
因，由于市场平稳度过“五穷
六绝七翻身”，我们应该对8
月行情多一分期待。

资产：周三按计划持股。
目前持有南玻A（000012）45万
股，京能置业（600791）30万
股，大族激光（002008）4.5万
股，一心堂（002727）5万股。
资金余额4933636.67元，总净
值 10543886.67 元 ，盈 利
5171.94%。

周四操作计划：京能置
业、南玻A、大族激光、一心堂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核载 39 人的大客车里竟塞进了 54
人，车主为方便车辆超速、超员、站外上
下客，手动关闭了车载 GPS 的开关。近
日，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安一分
局查处了一起客车司机不按规定线路行
驶、站外上下乘客、超员20%的案件。当
事司机被扣12分、罚款1900元，驾驶证
面临降级处理。同时，警方对所属的客运
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以2000至5000元不等
的惩罚。

/挡获/
查处近年最大超员案
7月5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一辆

车牌为川M28296的大型客车缓缓驶出
成南高速成都收费站口。站口的110执
法站民警向司机打手势，要求靠边例行检
查。“110的检查本来不是主要针对交通
违法行为的。”据办案交警介绍，执行检查
的民警登车一看，顿时吃了一惊。车内人
头攒动，过道里密密麻麻都是人。民警立
即通知在对面进站口执勤的高速公安一
分局二大队。

经现场核查，这辆核载39人的客车
上竟然连司机载了54人，超员15人。车
上有多名老人和学生，还有2名身高不足
1.2米的儿童。民警立即将车上乘客进行
转移，同时依法将客车驾驶员李强、车主
刘权、乘务员倪超兰等传唤至大队作进一
步调查。

经调查得知，这辆客车从乐至县金顺
镇出发。由于该镇并无客运车站，车子就
沿途揽客。“车上备了许多小板凳，明显就
是故意为超员准备的。”据办案民警介绍，
近年来对于班线客运车辆的违法查处力
度一直很大，类似的严重超员情况已越来
越少见，这是2017年高速公安一分局成
立以来查处的单车超员人数最多的案件。

/调查/
客运公司安全管理漏洞大

对于此案，高速公安一分局组织专班
进行了全面深入调查。

民警在调查中发现，川M28296客车
虽然登记备案在乐至县汽车运输有限责
任公司名下，但实际上却被违规承包给个

人经营。现在的班线客运车辆都装有
GPS定位系统，用于对车辆的车速、行驶
线路进行监控，防止客车超速、不按规定
线路行驶。而这辆客车却没有当日行驶
的GPS轨迹记录。

据车主刘权交代，他在车内仪表台下
安装有可以手动关闭车载GPS的开关，
供驾驶员李强在车辆超速、超员、站外上
下客时使用。该客运车辆规定的班线为

“金顺—成都”，始发地金顺并没有客运
站，行驶途中只要乘客招手车辆便停靠，
或直接与驾驶员、乘务员电话联系就可乘
坐，中途上下客、违法超员和不按规定线
路行驶的情况经常发生。

据办案民警介绍，客车所属的乐至县
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以
上情况十分清楚，且该公司旗下所属的往
返成都班线客车近3年来的交通违法十
分频繁，仅超员违法就有11起，超速违法
有7起。公司GPS监控设备和车载视频
设备断线率极高，公司管理人员和相关制
度基本形同虚设。

/处罚/
司机和公司5责任人被重罚

查明案件事实后，7月31日，高速公
安一分局依法约谈乐至县汽车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宣
传道路交通安全，并责令相关责任人签订
《道路交通安全承诺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对因
驾驶公路客运车辆超过额定乘员20%
的，川M28296驾驶员李强被罚款1900
元、记12分的行政处罚，其还将面临驾驶
证降级处理。

此外，对车辆所属企业责任人，乐至
县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永强
处以罚款5000元，对总经理助理黄涛、安
全科长唐鸿康处以罚款3000元，对副总
经理吴志勇、客运科长文卫处以罚款
2000元。

同时，高速公安一分局按照有关规定
将本案相关情况抄告给资阳市道安办、应
急管理及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等单位。

车辆超员危害有多大？据高速公安
一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超员车辆因车辆
载重质量大，超过核定的负荷，严重降低
车辆稳定性，容易发生侧翻、倾覆的后
果。同时会导致车辆行车制动距离变长，
交通事故概率倍增，车上人员无任何的安
全防护，加重了事故的损害程度，“广大驾
驶员和客运企业一定要以此为戒，也希望
广大群众能提高安全出行意识，拒绝乘坐
超员车辆。”

今年上半年高速公安一分局
查处超员案件1482起

今年上半年以来，高速公安一分
局集中开展了“迎庆”系列专项行动。
截至目前，共查获各类重点违法行为
超员 1482 起，超载 57 起、酒驾醉驾 71
起，涉牌涉证182起，违法占用应急车
道 2988 起，累计行政拘留 66 人，依法
吊销驾驶证 47 件，追究刑事责任 37
人，移交非法营运有价值线索112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综合四川在线

成南高速班线客车超员15人被查
牵出一家触目惊心的客运公司

7月28日至29日，凉山州甘洛县迎
来强降雨天气，甘洛县28个乡镇发生强
降雨，部分区域引发山洪和泥石流。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甘洛县“7·29”
暴雨严重灾害抢险救灾指挥部获悉，截至
7月31日下午，此次灾害天气已造成12
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据此前消息，此次暴雨天气带来的山
洪和泥石流，造成成昆复线工程中铁十八
局6名施工人员和1名当地群众共7人失
踪，其中，特克隧道3号横洞点位有5人，
清水沟点位有1人，凉红电站有1人。

据了解，7月30日16时，据搜救队伍
报告，他们在从埃岱村沿公路徒步进入凉
红电站受灾点的途中遇到群众反映：可能
有人被困G245线窄板沟桥附近的区域，
但因道路阻断，无法靠近，希望搜救队伍
查看并实施救援。经搜救队伍将相关情
况紧急报告县指挥部，甘洛县指挥部赓即
进行调查走访，并采取生命探测仪和公安
技侦等手段进行排查。经核实，本次灾害

造成该处新增5名失踪人员，确认系甘洛
县普昌镇外出务工返乡过往人员，失踪点
位在G245线窄板沟桥附近区域，属于甘
洛县新市坝镇境内。

因受灾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阻断，救
援需要徒步行进，难度极大。目前，被困
的200多人已安全转移，受灾群众141
户、580人得到安置。救援人员正在窄板

沟、凉红电站、清水沟等重点区域，全力搜
救失踪人员。

此次暴雨天气，还导致甘洛县20多
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5000余
人。倒塌房屋12户40间，损坏房屋162
户405间；农作物受灾面积3000余亩，农
村道路损毁35条72公里。此外，多个工
矿企业不同程度受灾，凉红电站厂房被冲
毁。初步估计，约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亿
元左右。

交通方面，国道245线（甘洛境）损毁
严重完全中断。到7月31日上午，经交
通、公路部门努力，则拉乡到甘洛县城已
抢通，县城至埃岱已抢通，K848阿兹觉乡
至K866埃岱大桥桥头之间18公里路段垮
方和泥石流量较大，断道数十处，K858+
500凉红桥已被泥石流冲毁，目前正在抓紧
抢修中，道路恢复时间情况待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徐湘东 杨雪刘陈平 肖洋

综合央视

危房改造中加上亲戚名字
村支部原书记被处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曹
笑）记者7月31日获悉，泸州
市古蔺县石屏镇刘家村原书
记，在农村危房改建中优亲厚
友，被纪委处理。

今年1月，古蔺县纪委收
到上级交办线索：刘家村原书
记丁正才，违规安排危房改造
资金。调查人员调查走访中
得知：丁正礼和杨启元，分别
是丁正才的亲弟弟和姑父；这
两户均有砖混结构的安全住
房，危房改建户公示公开名单
上也并没有这两户；但最后上
报的名单中，又有了这两户。
丁正才在2017年初换届选举
时，就不再担任村支书了。这
是谁做了“手脚”？

原来，名单确定后，由丁
正才上交村镇建设服务中
心。丁正才利用这个机会，私
自添加了丁正礼和杨启元两
户，并独自完善了相关户档资
料及会议记录、签到册等。丁
正礼户 2016 年 11 月获得
1.42万元、杨启元户2017年2
月获得1.27万元的建房补助。

4月30日，丁正才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在村支部
会上作了深刻忏悔。石屏镇
村镇建设服务中心工作员刘
茂被书面诫勉谈话，时任村镇
建设服务中心分管领导，受到
批评教育。

据悉，2019年以来，古蔺
县纪委监委紧盯扶贫领域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表现，
重点查处贯彻脱贫攻坚工作
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截留
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
过拔毛、强占掠夺等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推
进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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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断道桥梁被毁
甘洛强降雨失踪人员增至12人

国道G245至拉尔村段多处断道。

涉事客车相关人员接受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