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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之后的生活质
量肯定会越来越高！”12月30
日上午，正在做出院准备的
潘爷爷一脸轻松，对未来的
生活充满了信心。

对于健康问题，潘爷爷
和老伴儿一直很看重，因此
肥胖也就成为了他心里的一
个结，“都说千金难买老来
瘦，但是肚子却越来越大。”
对于这个问题，老两口也想
过一些方法，比如饮食清淡、
减少肉食等等，但并没有一
个明显的改善。近年来，体
重已近200斤的潘爷爷开始
持续关注减重治疗，希望通
过科学的方式告别“健康心
结”。

近日，在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
心检查后，发现肥胖的确是
对老人家的健康造成了威
胁，存在血压高、血脂高的问
题。“老人家的 BMI 指数为
31.4kg/㎡，属于肥胖，最大的
问题在于肚子。”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
病中心主任刘雁军博士说，
潘爷爷的腰围高达 111.9cm，
比正常值高出近25%，而腹
型肥胖导致的健康风险远大
于全身肥胖。经过进一步诊
断，潘爷爷符合手术减重的
指征。而当老人把这一“新
潮”的想法告知家人时，得到
了一致的支持。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近
日，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就业
人口技能提升白皮书》显示，核
心技术人才将成为炙手可热的
紧缺资源，“工程师红利”时代
已经到来，与此同时，智能化、
自动化取代程序化、重复性基
础工作，这类劳动者的饭碗面
临“丢失”风险。此外，数据显
示，近7成在校生未接受过任何
培训，一半职场人培训时长不
足5天。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劳动
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经济向技

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化
的关键期，通过技能提升和文
化素养的渗透充分积累技能
红利才能实现从个体到国家
整体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快速
突破。《白皮书》指出，当前各
地就业市场冷热不均，工作机
会和收入分配向知识、技术密
集型岗位倾斜的趋势越发明
显。白领普遍追求就业质量，
因 技 能 缺 失 影 响 求 职 竞 争
力。大学生对职场知晓十分
有限，技能接轨错位，8成以上
应届生依然首选就业，在校生

渴望实用技能，近 7 成未接受
过任。企业招人奉行“拿来主
义”原则，在人才培养中严重
缺位。据调查，职场全年培训
时长仅 8.25 天，一半职场人培
训时长不足5天。

针对当前我国就业人口技
能实际，《白皮书》建议，利用求
职场景探索和检验劳动力技能
水平和培训效果；培养企业人
力资本投资意识，与员工共赢
收益更多；让企业人才培养将
成为劳动力技能普遍提升的孵
化器。

针对网络近期出现的疑似倒
卖优先提车特权的黄牛现象，昨
日，长安欧尚汽车召开发布会表
示即时严肃彻查，再次强调“五大
承诺”，并推出5000万等车红包。

长安欧尚X7上市30天至今，
累计订单已突破35023辆，很多
客户会面临排队导致无法于春节
前按时提车的困扰。长安欧尚汽
车宣布，对未能按时提车和即将
订车的客户推出“5000万等车红
包计划”：上市前订车客户，自上
市之日起，30天内未提到车的客
户，从12月30日起，每天150元等
车红包；上市后订车客户，自订车
之日起，超过30天未提到车客户
享受150元/天订车红包；春节期
间所有未提车客户及订车客户，

直领2100元等车红包。同时，长
安欧尚汽车向客户保证，其经销
商绝不会出现加价提车现象。截
至目前，长安欧尚汽车的所有交
车计划都是按照终端预定的先后
顺序有序进行。据悉，长安欧尚
汽车宣誓“五大承诺”包括价格透
明、交付标准化、品质保障、快速
响应和服务专业，引得消费者信
任。 （王聪）

近日，嘉悦 A5 四川区域上
市暨首批用户百台集中交车盛
典在成都举行。江淮汽车宣布，
喜迎新年，嘉悦A5全系车型现
金优惠20200元，同时客户购车
还可享受车联网终身送流量（5G/
月）、金融助购3年0利息和最高
3000元置换补贴。

嘉悦A5是一款专门为年轻
消费群体精心打造的掀背式运
动轿车，设计极具立体层次感，
运动范儿十足。作为江淮乘用
车3.0时代的首款轿车产品，嘉悦
A5采用了“10.4英寸高清液晶中
控屏+7英寸液晶仪表”的“双液
晶屏组合”。10.4英寸的中控大
屏集成J-Link智聆车联网系统、
科大讯飞车载语音 3.5 系统和

APP远程控制等为一体，应用高
德地图、酷我音乐、咪咕视频等
车机软件，满足了丰富便捷的导
航、娱乐、车控等日常用车场
景。嘉悦A5是江淮大众共线生
产的首款轿车，不仅与江淮大众

“同设备、同人员、同标准”共线
生产，甚至在设计和产品验证阶
段便严格对标大众，其底盘还接
受了大众专家的精心调校，德味
十足。 （王聪）

71岁爷爷做手术 预计减重60斤
刷新西南外科减重高龄纪录，医生提醒预防腹型肥胖这样做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12月
25日，四川省绿色产业和绿色
金融融资对接会在成都举行。
对接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经济
和信息化厅、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人行成都分行共同发出《关
于开展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库
建设的通知》，“绿蓉融”绿色金
融超市正式上线，这标志着我
省绿色金融发展最重要的两项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实质性进
展。

本次活动以“绿色金融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旨
在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功
能，为绿色产业提供更加丰富
多样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服务，
履行生态文明建设社会责任与

使命，助力绿色产业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

会上，省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兴业
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叶向峰发出

“碳中和”倡议。“碳中和”，即推
动碳排放主体通过购买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消其自
身产生的排放量的方式实现“碳
中和”。他表示，实施“碳中和”
不仅能够推动碳市场健康繁荣
发展，更能实现碳资产的科学定
价，增加碳资产作为金融质押品
的可靠性，降低相关金融债务违
约风险，同时更是我们大家践行
生态文明、履行社会责任义不
容辞的担当作为。

此外，兴业银行成都分行、

锦泰保险、川财证券等7家金融
机构与四川环交所分别签订碳
中和合作备忘录，兴业银行成
都分行还与跑诗达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签署了融资对接合作
协议。

近年来，兴业银行成都分
行作为省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在省
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厅、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成都
分行等相关部门指导下，积极
搭建全省绿色金融理论及业务
学习交流平台，组织成员进行
绿色金融领域的理论研究及实
践，为政府及相关部门提供绿
色金融发展政策建议和智库服
务。

《中国就业人口技能提升白皮书》发布：

半数职场人全年培训不足 5 天

省绿专业委发出“碳中和”倡议 订单突破 3.5万台
长安欧尚 X7五大承诺再升级

嘉悦 A5 区域上市 首批用户集中提车

【腹型肥胖的危害】
1、易致脂肪肝：腹

部是肝、胰、胃、肠道等
重 要 器 官 的 集 中 地 。
当腹部肥胖，过多的内
脏脂肪进入消化系统，
会损害肝脏，导致脂肪
肝。

2、易致糖尿病：腹
部肥胖会影响新陈代
谢，影响糖分的消耗吸
收，容易导致糖尿病。

3、增大患心脏病可
能性：研究者指出，腹部
脂肪堆积是心血管疾病
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血
脂异常、高血压，进而危
害心血管。

【预防腹型肥胖建议】
1、科学搭配日常饮

食，同时配合合理作息
时间；

2、调整不良姿势，
保持一个良好的姿态保
障身体各部位正常运
作，以减少脂肪堆积；

3、保持适量运动，
可采取适量有氧运动并
搭配具有针对性的腹部
肌肉训练。

■天府早报记者段祯

新年将至，你许下什么新年愿望了吗？71
岁的潘爷爷的心愿是，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告别

“大腹便便”。而这个愿望即将成真——经过减
重手术，未来一年时间里体重预计将减轻 60
斤。天府早报记者 30 日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了解到，这次手术的成功开展，刷新了西南地
区减重手术的高龄纪录。

什么是腹型肥胖？腹型肥胖
又称“中心型”或“向心性”肥胖，
指脂肪主要在腹壁和腹腔内蓄积
过多。腰围测定值是判定腹型肥
胖的标准，我国腹型肥胖的标准
如下：男性腰围≥90cm 女性腰围
≥85cm；或男性腰臀比＞0.9 女性
腰臀比＞0.85。符合上述两条，即
可判定为腹型肥胖。

研究显示，吸烟、饮酒、心血
管病家族史等，都与腹型肥胖显
著相关，而且年龄在 55-64 岁人

群的腹型肥胖率最高。其中，饮
食过量是导致肥胖的最根源原
因，摄入的热量超过了消耗的热
量——只吃不动，摄入的热量无
法消耗，就会转化为脂肪囤积在
体内，腹部更是脂肪囤积的“重
灾区”。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
或者运动量的减少，人的代谢能
量会有所下降，进而引发肥胖；
久坐不起会影响血液循环及代
谢，长久缺乏运动也极易引发肥
胖。

年过七旬接受减重手术，这
在西南地区外科减重领域内尚无
资料记载，如何保证老人的治疗
安全，成为医护人员思考的重点
问题。刘雁军说，针对爷爷的身
体情况，团队联合多个相关科室
共同出手，分别从不同专业角度
出发对老人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评
估。

12月25日，在多学科医护团
队配合下，医生顺利为潘爷爷完
成手术。刘雁军介绍说，术中利
用腹腔镜对潘爷爷实施了“袖状
胃”切除，以此将原本水袋状的胃

变成细长的香蕉状，同时切除一
部分胃底和胃体的大部分内分泌
细胞，抑制饥饿感，进而实现减重
的目标。

近年来，老年群体也越来越
关注体重问题。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数据
显示，60岁以上咨询减重的患者
可占到门诊量的约10%。“老年人
跟年轻人相比确实存在差异，但
绝对不是减重的禁忌群体。”刘雁
军表示，通过适宜的方式仍可帮
助老年肥胖者实现减重目标，为
健康提供更大保障。

腹型肥胖带来健康风险
七旬老人决心手术减重

咨询减重的患
60岁以上占门诊量10%

55-64岁人群
腹型肥胖率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