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4日讯 当前新疆
已恢复跨省（区、市）旅游，所有户
外旅游景区全面开放。今天，记者
从南航湖南分公司获悉， 为满足
湖南旅客出行需求，9月21日起，
南航全面恢复长沙至新疆所有航
班。具体航班信息如下：

长沙-乌鲁木齐航班号和具
体时间为：

CZ3753航班，长沙起飞时刻
8时，到达时刻12时40分；

CZ3629航班，长沙起飞时刻
11时，到达时刻16时55分；

CZ6956航班，长沙起飞时刻
18时45分，到达时刻23时25分；

CZ8752航班，长沙起飞时刻
20时50分， 到达时刻次日1时30
分。

长 沙 - 喀 什 航 班 号 为 ：
CZ3753，每天1班。长沙起飞时刻
8时，到达时刻15时40分。

长沙 -吐鲁番航班号为 ：
CZ6177，每周一五执行，长沙起
飞时刻10时35分， 到达时刻15时
05分。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曹莉彬 范奕歆

本报9月14日讯 新一
周， 湖南又一波强降水被安
排上了， 随降雨而来的还有
冷空气，气温将一路走低，过
程最低或降至 16℃～17℃。
长沙今天发布农业气象灾害
预警提示：预计15日开始，受
地面冷空气影响， 长沙将出
现一次连续3天或以上日平
均气温低于21℃秋季低温天
气（寒露风），请种植户加强
水稻田间管理， 采取喷施叶
面肥或灌深水保温等措施，
减轻危害。 市民也要及时增
添衣物，出门携带雨具，谨防
感冒。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未
来一周省内冷空气活跃，气
温偏低， 湘中以北将出现寒
露风， 过程最低气温将降至
16℃～17℃， 雨日和雨量也
明显偏多。 预计14日晚降雨
自湘西北开始加强， 局地有

暴雨；15至16日为降雨最强时
段，湘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暴雨到大暴雨；17日雨带
略有南压，降雨强度减弱，湘中
偏北局地有暴雨；18日湘北天
气好转，强降雨过程结束。尽管
未来几天气温“大跳水”，但要
真正入秋，还得再等等。

针对湖南天气趋势， 气象
专家提醒， 注意防范强降雨可
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
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灾害；
湘中以北将出现寒露风天气，
注意防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
响， 及时采取措施来提高水稻
对低温的抵抗能力。

9月13日，省水利厅组织召
开防汛会商会议， 分析研判防
汛形势， 研究部署当前防汛工
作。当天，省水利厅发布水旱灾
害防御预警， 要求全省水利部
门积极应对，做好防范工作。

■记者 李成辉

本报9月14日讯 每年体
检，依旧患上癌症？治病，尤其
癌症治疗的黄金准则，是“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癌症发现
得早一点点， 或许就能拯救一
条生命。

53岁的刘先春 （化名）
2019年体检发现肺部结节，但
不能区分结节良、恶性。医生
建议他做一个“肺癌自身抗体
检测”， 诊断高度怀疑肺部肿
瘤。刘先春很快便选择进行手
术治疗，为自己的康复赢得了
“先机”。

做个抗体检查就能提早发
现癌症？ 三湘都市报记者今天
进行了采访。

结节难辨“良恶”
抽血检测识别肿瘤

“单独做CT难以评估肺部
结节性质。”2019年， 刘先春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体检，被
告知肺部有结节。 进行首次
CT，以及医生追踪3月，CT所报
结果均考虑lung-RADS�3L类
结节，不能区分结节良、恶性。

如果是恶性肿瘤， 一刻也
不能耽搁，需要马上进行治疗。

怎么办？ 医生建议刘先春
到医院的核医学科做“肺癌自
身抗体检测”，结果诊断高度怀
疑肺部肿瘤， 患者很快便选择
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切除肿瘤后，病检结
果显示：刘先春右下肺背段肺

微浸润性肺癌（非粘液性）。因
为手术及时， 患者目前恢复状
况良好。

“肺癌自身抗体检测”
比CT早3-5年发现

肺癌做个抗体检查就能提早
发现癌症？是怎么实现的？

湘雅三医院专家介绍，“肺
癌自身抗体检测” 是核医学科
近年引进的一个新兴超早期肺
部肿瘤筛查项目， 只需要抽一
管血， 便可结合CT更准确地进
行肺癌初诊。

具体的原理， 是人体在各种
致癌因素影响下， 免疫系统能及
时识别这些肿瘤细胞，做出应答，
将生物信号放大， 并且针对这些
肿瘤细胞上的特异性抗原， 而产
生相应的抗体， 这些抗体就称为
“自身抗体”。由于抗原-抗体反应
具有高特异性和高敏感性， 即使
在血清中有大量白蛋白和其他蛋
白的干扰， 也可以在极低的浓度
下被准确检测到。

专家介绍，有研究表明“肺癌
自身抗体检测” 能比CT早3-5年
发现肺癌的发生。针对高危人群，
国家CT筛查指南推荐LDCT（低
剂量螺旋CT） 作为常规筛查手
段。但是CT假阳性率高，可以采
用肺癌自身抗体检测作为补充检
测手段，降低假阳性率的同时，还
能降低小细胞肺癌和其他一些容
易被CT漏诊的早期肺癌。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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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下列
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并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在
《湖南日报》中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现
双方就上述债权转让事宜联合发布本次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补正公告如下：

本次公告载明的下列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的全部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应立即向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方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
权益文件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等。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 976�号
联系人：谢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1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442�号新湖南大

厦 2502B
联系人：楼先生 13566766667�

2020年 9月 1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补正公告

注：1、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截至 2017年 5 月 31日的贷款本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承继人等。 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保证人李海龙、周帆、湖南融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鼎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衡阳鑫龙化工实业有限公
司、衡阳市融兴投资有限公司、陈昭武、陈小平、段明

债务人名称 本金(元)�����利息(元)�利息计算截止日 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

湖南鑫铭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14,441,987.78 - 2017/5/31 保证

公告资产清单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新办公大楼现有房
屋公开对外招租， 欢迎合格承租人参与承
租。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产情况介绍
房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95 号

银建大厦东塔广发银行大厦 ； 目前第
15-16层、第 19-27层的自有房产空出，均
为毛坯房，单层面积约 1400 余平方米（最
终以实测面积为准）。

二、房屋租赁期限与租金要求
1.租赁期限：不低于 1 年，最长不超过

9年；
2.租赁方式及价格：以整层为单位出租，

单价 90 元 / 月 / 平米， 租金每三年上涨
5%，装修免租期 3个月。

三、承租人条件
承租人必须具备有效的工商营业执

照、 税务登记证等展业必备资质证明。 文
旅、设计、基金、证券、保险、融资租赁、汽车
金融、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传统行
业区域总部等行业及单位优先。 不接受餐
饮、娱乐、住宿及互联网金融行业。

四、其他要求
该房屋为写字楼， 租户不得改变其用

途， 租期内必须按相关规定持有合法合规
经营手续。 有意向承租或介绍承租人可与
我行联系。

注：出租公告未尽事宜，以双方协商签
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联 系 人 ： 张 先 生 ， 联 系 电 话 ：
13974890086; 龙 小 姐 ， 联 系 电 话 ：
0731-88335693。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
2020年 9月 11日

广发银行长沙分行新办公大楼对外招租公告

肺癌可先知？一管血比CT早5年发现
湘雅三医院专家详解“肺癌自身抗体检测”原理

链接

如何通过抗体检测判断癌症？
该项检测从机体中选取七个高特异性的肺癌相关靶

点联合检测，达到检测超早期肺癌发生的目的，每个靶点
都是独立、非交叉的，分别为：GAGE7、CAGE、MAGE-A1、
SOX2、GBH4-5、PGP9.5、P53。 这7个靶点可按照信号通路
不同分为五个组，分别是P53抑癌基因、CTA、转录因子、解
旋酶、去泛素化酶。

代表的信号通路分别为：细胞永生性获得、异常增殖
信号、异常转录信号、基因组不稳定性及蛋白异常水解等；
任何一个指标阳性都代表肿瘤细胞的生物活性较强，增殖
速度快，易侵袭转移。

肺癌自身抗体检测任意一个靶点阳性都是独立高危
预测因子，此检测具有前瞻性，阳性结果提示肺癌发生相
对风险高。

降雨降温来袭
湖南要入秋了？
我省最低气温或将降至16℃
提醒注意做好汛情应对防范

9月21日起南航全面
恢复长沙至新疆航班

9月4日起，新
疆跨省（区、市）旅
游，只需健康码、测
体温， 同时疆内各
地区推出A级景区
免门票等优惠政
策， 为广大游客提
供便利。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