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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药毒危害免费普查通知

办理 << 健康服务证 >> 可参加长沙市权威医院药毒危害与并发症免费检测

普及新方法

改变糖尿病

长沙市迎来最大规模糖尿病专项救助

��������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

0731-82695383 免费领取五

项资助

一、 办理全国统一的 <<

健康管理服务证 >>,免费参加

糖尿病专项检查： 只要您参加

了药毒危害与糖尿病并发症普

查, 您就加入了一个服务于全国

糖尿病患者的防治保障体系. 您可

以办理全国统一的《糖尿病健康管

理服务证》。 糖尿病人凭证可免费

参加正规医院肝功能, 肾功能等 9

项体检. 还可以长期免费到正规医

院享受检测血糖,血压等检查,减少

糖尿病人的医疗花费

二、 免费提供权威的糖尿

病专家一对一诊疗: 很多糖尿

病患者都是因为别的疾病去医院

检查，才发现是得了糖尿病。然后

就开始了漫漫无期的治疗之路，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是药三分

毒”，自己的身体损伤到何种程度

用药是否合理, 为何并发症老是

“阴魂不散”？

我们通过权威有效的方法,检

测您身体的毒素伤害情况， 能了

解您近几年的身体状况。 由权威

专家一对一的为您制定针对性的

治疗方案， 手把手教会您正确掌

握防治糖尿病的所有方法， 如何

运动，如何饮食，如何用药等，及

时消除并发症。

三、免费资助高科技的血

糖仪:患者监测血糖更容易，血糖

控制是糖尿病人的一个重要自我

管理手段， 与疾病知识教育、运

动、饮食、降糖药物、清除药毒并

称为糖尿病人的六驾马车。

为了改变我国患者血糖监测

落后现状， 中国糖尿病预防控制

中心特组织了最新科技的血糖仪

捐赠。 糖尿病血糖仪让您随时测

量，准确把握您的血糖水平。在糖

尿病人中普及血糖仪， 让患者血

糖监测更容易, 并发症控制更简

单。

四、 免费资助多功能糖尿

病治疗仪:治疗方式变简单，为了

让更多的糖尿病患者更好更快的

恢复自身功能， 六驾马车系统工

程特别资助了全新的多功能糖尿

病治疗仪。 多功能糖尿病治疗仪

是根据中医整体观辨证论治理

论，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运

用航天科技， 对特定的穴位进行

刺激和传导，激发胰岛素的分泌，

使机体恢复平衡, 达到稳定的血

糖，控制血压，调节血脂的目的，

把专业治疗糖尿病技术带回家。

�������五、获得 200-4000 元的糖尿

病治疗资助:通化金马集团是国家

火炬计划骨干企业，863 高科技项

目实施单位， 唯一清药毒专利生

物制剂的国有上市医药企业。 本

次“糖尿病诚信月”活动特批 1000

万资助全国糖尿病患者， 以减轻

患者经济负担。 依患者个人情况，

在治疗时都能得到价值 200 元

-6000 元的治疗援助。

让糖尿病治疗减负

健康服务证正在办理中

据了解, 六驾马车战胜糖尿病系统工程普

及五年以来，在全国各地进行糖尿病人群“药

毒危害与并发症”普查约 1230 多万人次,五大

资助措施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患者朋友们的

欢迎。特别是在各地公立医院进行的药毒危害

与并发症免费普查，更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和赞誉。

普查显示:换药不如换方法

普查统计结果显示, 的患者不同程度的

出现肝肾功能损伤， 的患者出现了视网膜

病变， 的患者出现了心脑血管病变。这些并

发症的出现和普查的结果，让来自北京、上海、

南京、天津、重庆等地的权威糖尿病临床资深

专家们感到震惊，普查结果不容乐观，需要引

起有关部门和患者本人及家属的高度重视。

专家们一致呼吁： 打破传统治疗糖尿

病方法，推广六驾马车治疗糖尿病新方法

刻不容缓, 要像重视血糖一样， 要重视药

毒，糖尿病才有望康复。

“六驾马车战胜糖尿病系统工程”是我国

进行时间最长，跨地区最广的活动。 从全国抽

调了三百多名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平均年龄 58

岁，平均行医时间 30 年以上，代表了中国糖尿

病治疗领域的最高水平，让患者尽可能得到最

完善的治疗。

目前，六驾马车战胜糖尿病的大型公益活

动正在全国紧锣密鼓的进行，将改变每一个糖

尿病患者的命运。 糖尿病人用药是否合理？ 如

何了解自己的治疗状况？ 怎样能让血糖平稳？

眼睛模糊、乏力、心脑血管病变等并发症怎样

消除？“六驾马车战胜糖尿病系统工程”将向您

提供以下五项援助。

本次活动内容:

一、办理 <<健康管理证 >>条件:

糖尿病患者持 1 张身份证复印件， 相关

病例，2 张一寸照片到指定办证点办理。

二、免费检测项目:

�����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血脂，肾功，神

经，眼底等相关检测。

三、国内权威糖尿病专家免费会诊:

内糖尿病临床资深专家团关于” 药毒危

害与糖尿病治疗新思路“巡回报告会普及治

疗糖尿病最新科研成果，并一对一诊断咨询，

为患者进行安全用药指导， 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

四、长沙市首批申请到 20 万元医疗救助

物资(最新糖尿病治疗仪 300台)

凡加入六驾马车战胜糖尿病系统工程

后， 可直接获得价值 200-6000 元的治疗物

资救助。

五、报名时间从今日起至 6月 18�日

办证地点：

火车站:仁寿堂大药房(五一路口,晓园数

码楼下)

�������赤岗冲：康寿堂大药房(劳动中路 276 号

家润多肯德基对面)

�������新开铺：新一佳康寿大药房

汽车西站：康寿大药房(西站进站口对面)

�������汽车南站：楚济堂大药房(汽车南站对面)

�������报名电话：0731-82695381

���������������������������������582695382���82695383

�������特别提示：

由于上级下拨经费有限, 请在规定时间

报名办理,请互相转告过期不予接待！

公 告

水陆空肆意排污，周边硫化氢超标千倍

哈药总厂被责令停产减产

在哈尔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以

下简称“哈药总厂”）附近，即使在夏

天，也有人要戴口罩，甚至常年不敢

开窗，居民称空气里臭味熏人。

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

记者调查发现主要原因是药厂

青霉素生产车间发酵过程中废气的

高空排放，以及蛋白培养烘干过程和

污水处理过程中，无全封闭的废气排

放。

两年前，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曾

就此联名提案，并提供了对药厂相邻

区域空气质量检测的结果，发现硫化

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

均超过国家恶臭气体排放标准。

哈尔滨城区有条河沟流经哈药

总厂， 河水从厂区流出就变成土黄

色，散发着非常刺鼻的臭味。记者在

厂区深处顺着河沟寻找，发现了药厂

污水排放口。排污口水样经相关部门

检测表明： 哈药总厂排污口色度为

892， 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60近15

倍。排污口氨氮为85.075，高出国家

规定极限值35两倍多。 排污口COD

为1180，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120近

10倍。

严令哈药总厂停产或减产

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

彭旭证实，今年3月8日开始，哈药总

厂排放的污水的确污染物超标，据他

们调查，直接原因是药厂污水处理设

备出现故障。 经过环保部门同意后，

药厂已开始对污水处理设备进行检

修，预计本月中旬，设备将重新投入

使用。同时，环保部门已严令哈药总

厂对产品进行停产或减产，以降低污

染。

哈药总厂去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24亿元。 相对于2010年1960万元的环保投

入，哈药股份当年的广告费用可谓惊人，到达5.4亿元。

6月7日，哈药股份发布公告称，哈尔滨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多年来多次组

织对哈药总厂的专项监测，检测结果表明该厂硫化氢排放量多数达标。环保部门

已于6月7日重新进行检测，目前尚未有检测结果。

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 均爆出哈药总厂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的

消息。哈药方面虽屡次称即将解决问题，但居民投诉却一直不断。 ■据央视、央广

年花5亿做广告

却不治污

幕后

从今年开始到2012年底，全国县乡两级人大将

进行换届选举。

这次全国县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9亿多

人，参加乡级人大代表选举的选民将达6亿多人，将

选举产生县乡两级人大代表200多万人， 涉及县级

政权2千多个、乡级政权3万多个。

按城乡按人口比例选代表

此次选举与往届相比有何特点？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说，2010年3月14日，十

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选举法的

决定。选举法的这次修改，主要精神可概括为“一个

重点”、“三个平等”。

“一个重点”， 就是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要

求，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三个

平等”包括：一是人人平等；二是地区平等；三是民

族平等。此外，新的选举法还对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与介绍、投票选举程序等问题一并作了修改。

“独立候选人”无法律依据

在回答有网络称，目前有人欲以“独立候选人”

身份参选基层人大代表、对此有何评论时，法工委

负责人说， 公民参选人大代表以及一切选举活动，

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严格依法按程序进

行。根据选举法，任何公民参选县乡人大代表，首先

要在选区进行选民登记，由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进行

审查和确认；其次，要依法被推荐为代表候选人，按

照选举法规定，代表候选人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

联合或者单独提出，或者由各选区选民十人以上联

名提出；第三，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交

各该选区选民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意见确

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必要时可以通过预选确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第四，由选举委员会统一组

织开展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活动。

基于上述规定， 我国的县乡人大代表候选人，

只有由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和选民依法按程序提名

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经讨论、协商或经预选确定

的“正式代表候选人”，没有所谓的“独立候选人”。

“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据新华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就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答记者问

“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

排污口的水质严重超标，与流经厂区的河水“泾渭分明”。 废气直接高空排放。 央视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