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1日，瘦了90公斤的曾先生再穿上手术前的病号服，已经有大半的“空余”。

一年狂瘦90公斤，他经历了什么
体重曾达173公斤，去年因肥胖引发心肺功能衰竭 专家：重度肥胖者需手术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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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1日讯 校园餐饮
定价不能高于市场价的80%、
校园超市禁止销售碳酸类饮料
等……今日， 长沙市教育局召
开全市教育系统后勤管理工作
会议，推出学校学生餐饮企业、
校园超市经营企业、 物业服务
企业推荐目录管理细则。 实施
“推荐目录”管理后，不达标企
业将不能进入校园。

【校园餐饮】
不能高于市场价的80%

根据细则， 长沙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学生餐饮服务企业
（学生食堂托管和餐饮集中配
送）实行推荐目录管理。学校学
生餐饮企业按程序申请办理进
入目录手续， 学校在进入目录
的企业中公开选择服务企业。

学校学生餐饮服务企业需
满足以下五个基本条件： 经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注
册资金100万元以上（含100万
元），具有从事食堂餐饮服务的
资质； 在长沙有固定的经营和
办公场所， 餐饮配送企业必须
具备制作、 输送和卫生安全的
硬件条件； 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和管理团队, 有一定数量的专
业技术人才， 有完整的管理制
度；在业内经营信誉度较好，具
有三年以上经营经验， 无违法
经营记录； 产权明晰， 资产优
良，能够承受市场经营风险。

餐饮服务企业提供的饭菜
定价不能高于同质量市场价的
80%，年纯利润不超过5%。餐饮
服务企业服务学校有下列七种
情况之一的，由学校解除合同，
并从服务企业推荐目录中退
出， 两年内不得申请进入推荐
目录。通过整改，师生满意率仍
达不到70%的； 食品安全卫生
和服务质量达不到协议要求

的； 严重不符合膳食标准和营
养品质的； 发生一般性食品安
全事故， 且对学生身体健康造
成较严重危害的； 发生一般级
别以上食品安全事故的； 存在
安全隐患及造成责任事故的；
财务管理混乱或发生严重信用
危机的； 管理工作人员违法违
纪或因管理原因影响食堂正常
供餐等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的。

【校园超市】
禁售槟榔、碳酸饮料等

长沙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校
园超市经营企业也要实行推荐
目录管理。 学校校园超市经营
企业按程序申请办理进入推荐
目录手续， 学校在进入推荐目
录的企业中公开选择服务企
业。

学校校园超市经营企业需
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经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注册资
金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
取得与经营范围相对应的营业
执照； 从事超市经营有三年以
上经验； 有专业的管理人员和
经营团队； 在业内经营信誉度
较好，无违法经营记录；产权明
晰，资产优良，能够承受一定的
经营风险。 按照规定，校园超市
销售的商品价格应比社会超市
同类商品价格低5%以上。

如果校园超市经营企业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 由学校解除
合同， 并从推荐企业目录中退
出， 两年内不得申请进入推荐
目录。通过整改，师生满意率仍
达不到70%的；食品安全卫生和
服务质量达不到协议要求的；
发生一般性食品安全事故，且
对学生身体健康造成较严重危
害的； 发生一般级别以上食品
安全事故的；销售“三无”产品

和过期产品的； 存在安全隐患
及造成责任事故的； 财务管理
混乱或发生严重信用危机的；
超市管理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或
因管理原因影响学校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的；校园超市销售烟、
酒、槟榔、膨化食品、碳酸类饮料
及其他对学生身体健康有害食
品的。

【物业服务企业】
需具备资质证书三级以上

如果物业公司想进驻学
校，也需要达到相应的标准：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在当地住建委备案， 具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业服务企业资质
证书三级以上（含三级）；在长沙
有固定的经营和办公场所；有
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团队，
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有素质高、 年轻化的持证从业
人员，有完整的管理制度；在业
内经营信誉度良好， 近五年无
违法经营记录， 认真遵守劳动
法规，不存在用工劳动纠纷；产
权明晰，资产优良，公司注册资
本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能
够承受经营风险。 学校与物业
服务企业签订合同， 服务期限
不超过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物业服务企业服务学校有
下列情况之一的， 由学校解除
合同， 同时报长沙市教育后勤
产业管理处备案。通过整改，师
生基本满意度仍达不到80%的；
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
约定要求的； 存在安全隐患及
造成责任事故的； 财务管理混
乱或发生严重信用危机的；管
理工作人员违法违纪或因管理
原因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的；有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行
业管理规定行为的。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黄军山

本报5月11日讯 “小朋友
们， 在人体心跳呼吸停止后的4
分钟内进行急救， 可以挽救生
命！”今天下午，由省卫生计生委
主办、省儿童医院等单位承办的
“健康中国（湖南）行 急救知识
进校园———雨花区中小学生示
范演练活动”在长郡雨花外国语
学校启动，急救专家张新萍博士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急救课，活
动现场还开展了气管异物展示、
紧急疏散应急演练等。

“口哨、弹珠、硬币，还有笔
盖子……这么多东西都是从喉
咙里取出来的吗？好危险！”急救
技能进课堂活动现场，展出了省
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历年从孩
子们气管中急诊取出的150件异
物实物标本，医护人员现场为孩

子们讲授了气管异物的紧急处
置方法，而张新萍博士的急救课
程内容涵盖急救基础知识、创伤
急救技术（止血、包扎、固定、搬
运）、徒手心肺复苏术（CPR）等，吸
引不少孩子参与到实践演练中。

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超过20
万的14岁以下儿童因意外伤害
死亡。儿童意外伤害发生在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能正确运用
一些基本的急救措施，对孩子来
说是生与死的差别。为此，本次
活动将于下半年在长沙市雨花
区10所中小学校和其他市州学
校组织开展现场急救技能培训
和演练活动，提高学生们的急救
意识和急救技能，并逐步向全省
多个学校推广。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五红 姚家琦

本报5月11日讯 身高1米
7，体重173公斤，腰围1米6，34
岁的曾先生是一名“重量级人
物”。肥胖给他带来诸多不便，弯
腰捡个东西都会累出一身汗。今
天，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
悉，经过减重手术，一年来他瘦了
90公斤，感觉自己获得了重生。

一年瘦90公斤，他是怎么做
到的？今天是世界肥胖日，曾先
生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瘦身历
程。

胖至173公斤，
上厕所都困难

曾先生是益阳人，身高1米7
的他曾经也有着标准的身材。
“以前基本维持在80公斤左右。”
他告诉记者，2004年起他发现自
己胖到了100公斤，2006年结婚
后更是猛涨， 一年涨了七八十
斤。“当时已经意识到要减肥，但
总是控制不住，为了体重的事经
常和老婆发生争吵。后来，体重
甚至达到了173公斤。”

“走路很慢， 每次走50米就
要休息几分钟。上厕所都困难。”
回忆起自己的肥胖历史，曾先生
仍有些后怕，“食量更是惊人，一
顿饭可以吃四五碗米饭， 吃面
可以吃1斤半，而且还吃不饱，吃

完立马就饿了。”
曾先生原本做木工，由于体

重的原因工作都没法正常做了，
只能辞职在家，家人不断督促他
减肥 。“针灸、减肥药、运动都试
过， 开始有效果， 但很快会反
弹。”曾先生说，因为胖，他买衣
服也只能到外贸店去找。

大病一场后决定减肥，
一年瘦了90公斤

去年上半年，因为肥胖引起
了心肺功能衰竭、 睡眠呼吸暂停
等症状， 曾先生被家人送至医院
治疗，在抢救室抢救了20个小时。

2016年5月17日，曾先生在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了减
重手术，术后他每天都能感受到
身体的变化，一个多月就瘦了三
十几斤，如今做完手术已经一年
了，他的体重由173公斤减到83
公斤， 肥胖合并症没再患过，也
能重新工作了。

“感觉自己都能飞起来了。”
曾先生说，减肥成功之后，他感
觉整个人都变了，不管是精神面
貌还是其他方面。前天他到医院
检查，不用再服用药物，因为肥
胖引起的并发症都已正常。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魏惊宇 王建新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普外微创科主任张文兴解
释，对于重度肥胖者来说，节食
和运动基本上都是无效的，这跟
人体的调定点有一定关系。调定
点本身看不见摸不着，很大程度
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
靠人体自身的代谢来控制。有研
究发现，当肥胖患者的调定点在
40左右时，节食或运动过后若不
能坚持不懈，很容易复胖。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微创
外科中心刘威教授也表示，对于
轻中度肥胖人群，饮食和运动结

合是最佳减肥策略；对于重度肥
胖人士（BMI指数大于32.5，或
BMI指数大于27.5但是伴有严重
的代谢综合征者）来说，减重手
术是使重度肥胖病人获得长期
且稳定减重效果的唯一手段。

需要提醒的是，有些患者并
不适合减重手术，如由于某种遗
传基因疾病、内分泌疾病导致的
肥胖，以及由于某些药物的使用
而继发的肥胖；此外，女性患者
计划在两年内怀孕者，还有心肺
功能严重障碍、耐受手术能力差
者也不适合接受减重手术。

重度肥胖者很难通过节食和运动减肥

150件！警惕这些异物进孩子气管
“健康中国（湖南）行 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启动

长沙推校园餐饮、超市“推荐目录”管理

校园超市禁售碳酸饮料和膨化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