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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健康大讲堂
泰州市姜堰区皮肤病防治院
泰州市姜堰区医学美容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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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上午，姜堰中
医院走进双寿社区开展“学党
史 守初心 办实事”健康义
诊活动。

▶日前，姜堰中医院百姓
健康大讲堂走进石黄社区，该
院中医专家朱进围绕“夏季养
生重在养心”课题给社区居民
讲解相关保健知识。

简讯

关于雄激素性秃发需要了解这几点（一）

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头
浓密乌发，可看到自己的头发每天
都在掉，几根、几十根抑或大撮大撮
地掉，担忧之情不免袭上心头，可能
同时潜意识就在问自己：头发再持
续这样掉下去，会不会哪天就秃了
呢？时间一长，部分人还果真头发
变得稀疏，发际线也后移了。

这种脱发，是我们最常见的一
种脱发—雄激素性秃发，也叫脂溢
性脱发，在中国人的发病率超过
10%。为什么它的发病率如此之
高，毛发病专家这样解读：

好端端的怎么就脱发了呢？
雄激素性秃发患者可能有家

族史，其遗传特性需要通过雄激素
的作用才能表现出来，换句话说此
病一般发生于青春期后。目前研
究表明，雄激素在雄激素性秃发的
发病中占有决定性因素；其他包括
头皮毛囊周围炎症、生活压力增
大、紧张和焦虑、不良的生活和饮
食 习 惯 等 因 素 均 可 加 重 它 的 症
状。在脱发区有一种叫做 5α-还
原酶的，其活性比非脱发区强，可
使头皮中的睾酮转化为二氢睾酮，

头皮毛囊在二氢睾酮作用下逐渐
萎缩，体积缩少，最终消失，引起生
长期头发数量减少，头发密度也就
相应减少了。一般来说，这种脱发
是渐进性的过程，就是让你觉得头
发变少，很少会出现一天掉100-200
根的情况。另外，其他原因如营养
不良、甲减或甲亢、缺铁性贫血、内
分泌紊乱、药物及气候等因素都有
可能引起脱发，这就需要做毛发镜
及相关的实验室检查加以鉴别。

雄激素性秃发是什么样子呢？
雄激素性秃发通常发病于青

春期，男女都有可能发病，男性更
多见。表现为进行性头发直径的
变 细 、头 发 密 度 的 降 低 和 脱 发 ，
直至出现不同程度秃发，通常伴有
头皮油脂分泌增多的症状。男性
早期表现为前额、双侧额角和（或）
双侧鬓角发际线后移，或顶部进行
性脱发，最终使头皮显露。女性
多为头顶头发稀疏，前额发际线
不后移。

（中国毛发研究会会员、区皮
防院副院长高宇供稿）

本报讯（特约记者 金
宁）为提高医院服务患者能
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日
前，姜堰中医院住院部各病
区安装智能住院自助服务
终端，并成功上线运行。

据悉，该院住院自助
服务终端安装在全院各个
病区护士站旁，支持微信、
支付宝住院预交金缴费、
一日费用查询、汇总费用
清单查询等多种功能。

住院自助机的投入使

用，对该院服务患者提供
了极大方便。以前患者只
能在住院处窗口缴费、护士
站查询费用明细，出入院高
峰期要排队等候，浪费大量
时间。住院自助机的上线，
改变了以往住院处人工窗
口缴费、办手续排长队的现
状，取而代之的是便捷、高
效、智能化服务，优化了患
者就医流程，缩短了患者
等候时间，大大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姜堰中医院住院自助机正式上线

全区农村宅基地应登记发证11.68万宗，已完成登记数
据入库 61423 宗，现场受理农房 42738 宗，三级确认 20860
宗，打印证书1061本，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图为昨日张甸
镇葛徐村农村不动产集中发证仪式。黄文婧 卞成 摄

区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召开
决定于7月25日至27日召开区第十三次党代会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约记者 姜伟）昨日，中共
泰州市姜堰区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十四次全体会议召开，研
究决定关于召开区第十三次
党代会的有关事项。区委常
委会主持会议。

区委委员出席会议，不是

区委委员的区人大、区政府、
区政协党员负责同志，区纪委
委员列席会议。

区委书记方针代表区委
常委会通报区第十三次党代
会筹备工作情况。即将召开
的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按照

《党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和
省市委部署，经区委十二届十
三次全会决定并报市委批准
同意召开，对动员全区上下圆
满完成姜堰区“十四五”规划、
谱写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姜堰篇章有着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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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党史学习教育

从党史中汲取力量 致力机关党建高质量
区委区级机关工委书记 高玉

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讲话是一堂生动的党课、是一
场示范宣讲，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富
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为

我们更加深入地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区
级机关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
步学好党史教科书、修好党史必修
课、用好党史营养剂，努力从中汲取
力量，更好地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
发展。

汲取思想的力量，理论武装走心
走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
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我们学习党史，就是要进一步
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
思主义为什么行、 （下转2版）

我区工业经济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通讯员 刘雯）上半年，全区实现征

收期工业开票销售 403.88 亿元，同比增长 25.4%，
超过市、区交序时任务分别为 0.63、0.49 个百分
点，工业经济实现“双过半”。

今年以来，我区工业经济运行呈现稳定恢复、
固稳向好态势，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平衡性、内生
性不断增强。全区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297.35 亿
元，同比增长 42.05%，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1.69 个百
分点；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93%，高于全市
平均 1.33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60%，高于
全市平均 37.7 个百分点，排名全市第一。450 家规
上企业开票销售增长面达 75.33%，其中康健医疗
等 125 家企业增幅超过 50%；十强、重点、成长型企
业开票销售分别增长8.46%、39.01%、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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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俊 王宇飞）7
月 21 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孙靓
靓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省市相关会议精神，认真
落实各项工作部署和具体措施，慎终
如始、毫不放松地做好全区疫情防控
工作。区领导赵进、章惠明、魏杰钢
参加会议。

孙靓靓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以
更为坚决的态度抓防控。各镇街、各
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认识疫情防
控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
劲心态，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以一失万无的心态确保疫情防控
万无一失。要落实应对之策，以更为
有力的措施抓防控。要用好“大数
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机制，全面
排查中高风险地区来姜返姜人员信
息，迅速落实管控措施，及时堵住传
播途径；要按照“行业主管、属地负
责”的原则，抓好重点区域、重点单
位、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常态化防
控工作；要坚持“人物同防”，高度重
视涉外疫情防控，强化入境人员管
理；要推动疫苗“应接尽接、全民接
种”，尽快构建群体免疫屏障；要加强
宣传引导，结合当前形势，策划更有
针对性的宣传报道，增强群众自我防
控意识， （下转3版）

十二届区委召开第108次常委会会议
本报讯（记者 颜禹铭

特约记者 姜伟）昨日，十二
届区委召开第108次常委会会
议，听取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筹
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两委”
工作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党费
管理、相关人事安排等工作。
区委书记方针主持会议，区委
副书记、区长孙靓靓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区第十三次
党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
究了“两委”工作报告，研究了
区党代会代表资格初步审查
报告（讨论稿）、党费收缴、使
用和管理情况报告（讨论稿）、
大会日程（草案）、大会选举办
法（草案）和“两委”一次全会
选举办法（草案），并就党代会

相关人事安排作了研究。
会议指出，在全区上下共

同努力下，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紧张有序、成效明显。必须更
加严谨、细致地做好各项工
作，充分准备，调优状态，严格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各项要求，确保区第十三次党
代会圆满成功。

区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59次主任会议

本报讯（记者 陈琦琦
吕阳）7 月 21 日下午，区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 59 次主
任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钱娟、党组成员汤文林、副主
任周谅参加会议。区委常委、
副区长赵进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
关于招投标管理工作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反馈报告。钱娟指
出，去年6月，区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区政府关于招投标管理工作
情况的报告，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一年来，区政府及相关部
门对照审议意见，（下转3版）

溱潼镇提醒河长
履职言而有“信”

本报讯（通讯员 王成宇）
日前，溱潼镇副镇长柳秧喜刚
上班就收到一封信，寄件人是
溱潼镇河长制办公室（河长
办）。信中反映，通镇河甸址段
疑似排污口问题，（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