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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湘玮） 10
月 8 日是第 22 个全国高血压日 ，
主题是 “18 岁以上知晓血压”。 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马
琦琳教授建议， 年满 18 岁后应将
测量血压作为常规体检项目， 并利
用一切可以测量血压的机会， 做到
对自己的血压心中有数。 一旦出现
异常， 及时查找原因并进行干预和
治疗。

根据我国现行的高血压防治指
南， 高血压是指在未使用降压药的
情况下， 非同日 3 次测量血压， 收
缩压≥140 毫米汞柱和 (或 ) 舒张
压≥90 毫米汞柱。 近年来， 高血压
患病率逐年上升， 已经跃居为我国

患病人数最多的慢性病。 据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 我国 18 岁以上高血
压病患病率高达 27.9%， 且发病年
轻化趋势明显。

马琦琳介绍， 高血压分为继发
性高血压和原发性高血压。 前者占
比不到 5%， 多为肾脏疾病、 肾动
脉疾病、 肾上腺疾病等情况引起，
其血压升高只是疾病的一个表现，
只要把原有疾病解除， 血压即可恢
复正常。 原发性高血压占比 95%左
右， 这类高血压为多种因素综合、
共同作用所引起， 包括遗传基因因
素、 饮食因素 (如高盐饮食)、 精神
因素 (如长期处于高压力状态)、 缺
少运动、 吸烟、 超重等。

“不少年轻人年纪轻轻就患上
严重的原发性高血压， 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是主要诱因。” 马琦琳分析，
生活不规律、 精神长期紧绷， 引起
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 血管
收缩性改变， 长期如此引起血压升
高； 高盐会引起水钠潴留， 是我国
高血压发生的主要饮食因素； 高脂
饮食可引起肥胖和血脂增加， 肥胖
是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素， 高血脂
促进血管硬化， 加重血管损害； 大
量的糖分摄入则引起肥胖、 胰岛素
抵抗、 糖尿病， 糖尿病又会加重高
血压 ， 引起血管病变 。 此外 ， 吸
烟、 饮酒、 久坐不动都是高血压发
生的危险因素。

马琦琳提醒， 控制高血压应在
服药的同时注意改善生活方式。 健
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膳食、 适量
运动、 戒烟限酒、 控制体重和心理
平衡。 稳定的血压是维持人体各个
器官拥有良好的血流灌注的必备条
件。 血压升高的早期， 血管自身有
一定的调节能力， 人体可能没有明
显的不适症状。 随着血压的进一步
升高和血管重构 、 血管硬化的发
生， 可能开始出现头晕等不舒服的
感觉 。 高血压是一个来势缓慢的
“无形杀手”， 若不及时干预， 最终
将引发脑卒中 、 冠心病 、 心房颤
动、 左心室肥厚、 心力衰竭、 终末
期肾病等严重后果。

������本报讯 （叶龙杰） 近日， 国
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 9 个部门联合出台的 《关
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
试点扩大区域范围的实施意见 》
对外发布， 意味着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 （简称 “4+
7” 试点） 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意见》 明确， 试点扩围的目
的包括 ： 推动解决试点药品在
“4+7” 试点城市与其他地区间价
格落差较大的问题， 让改革成果
惠及更多群众； 为全面开展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积累经验； 优化有
关政策措施， 保障中选药品长期
稳定供应， 引导医药产业健康有

序和高质量发展。 同时， 通过机
制转化， 促进医疗机构改革。 深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建立医保
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间 “结余留
用、 合理超支分担” 的激励和风
险分担机制， 推动医疗机构使用
中选的价格适宜的药品。

《意见》 坚持了 “带量采购、 招
采合一” 的核心思想， 明确医疗机
构按要求准确报送相关药品近两年
历史采购量， 联合采购办公室根据
中选企业的数量按上年历史采购量
的 50%~70%确定约定采购量； 各相
关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中选药品，
并根据带量购销合同约定， 在协议
期内完成合同用量和约定采购比例

要求； 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
上， 按不低于采购金额的 30%提前
预付给医疗机构， 在完成约定采购
量后， 应结合中选药品实际采购量
继续予以预付， 医疗机构应继续保
证及时回款； 鼓励合理使用集中采
购中选的药品， 将中选药品使用情
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
核。

《意见》 明确， 对于集中采购
的药品， 在医保目录范围内的以
集中采购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
原则上对同一通用名下的原研药、
参比制剂、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
制药， 医保基金按相同的支付标
准进行结算。

�������日前， 株
洲市石峰区卫
生健康局、 石
峰区疾控中心
联合该区各街
道、 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等单
位 举 办 2019
年减油减盐行
动厨艺大比拼
活动。 旨在传
播健康生活理
念和科学饮食
知识。
通讯员 史伟剑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 和苗 付一
鸣）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7 日宣布， 将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 格雷格·塞门
扎以及英国科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
以表彰他们在 “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
适应氧气供应” 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 动物需要氧气才
能将食物转化成有用的能量， 人们了
解氧气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已有数个世
纪， 但细胞如何适应氧气水平变化长
期不为人知。 今年的三名获奖科学家
发现了 “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不断变
化的氧气供应”， 并确认了 “能够调
节基因活性以适应不同氧气水平的分
子机制 ” 。 他们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揭示了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
过程的机制”， 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
如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和生理功能奠
定了基础。

评奖委员会强调， 今年的获奖成果
为人类开发出 “有望对抗贫血、 癌症以
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平了道路”。

凯林 1957 年出生在美国， 现就
职于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霍华德·
休斯医学研究所。 拉特克利夫 1954
年在英国出生， 现就职于英国牛津大
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 塞门
扎 1956 年出生于美国， 现就职于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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