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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记者李雯）近日，
一种被误读为“用小苏打
‘饿死’癌细胞”的抗癌
疗法引发热议。虽是讹
传，但表明“抗癌”话题
公众关注度颇高。多种因
素作用下，全球癌症发病
率不断攀升，抗癌成为医
学界热点研究方向，中国
也不例外。

今年年初美国政府提
出的抗癌“登月计划”近
日有了新的进展，由美国
癌症专家组成的“蓝丝带
顾问咨询委员会”建议，
应在免疫疗法、数据共享
和建立患者网络等十大领
域重点投资，从而达到加
快癌症研究的目的。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
长、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
所所长季加孚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说，中国集中
了各类癌症人群，有利于
数据采集和进一步展开研
究，如能打破顶尖研究机
构和基层医院之间屏障，
将使更多患者受益。

中国癌症特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提
供的资料显示，中国癌症
发病符合全球发病的规
律，也有自己的特点。随着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
社会，癌症发病率也会不断提高，这是全球癌症
发病的共性。此外，癌症与饮食习惯、吸烟、遗
传因素和职业暴露等因素也有关系。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

的癌症发病谱存在显著差异。
以消化道肿瘤为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人

们的饮食结构中，精细化、高脂肪、高热量的饮
食更为常见，因此结直肠癌等下消化道肿瘤的发
病率偏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饮食相对粗糙，
多食腌制食品，因此食管癌、胃癌等上消化道肿
瘤更为多发。

中国城市地区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高于农村地
区，但死亡率低于农村地区。一方面因为城市地
区诊疗水平更好；另一方面，由于癌谱不一样，
预后相对较好的乳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在
城市高发，预后相对较差的肝癌、食管癌和胃癌
在农村常见。

随着城乡间社会经济水平、环境、生活方式
差异逐渐缩小，城乡地区整体癌症发病率、死亡
率以及癌谱构成也逐渐接近。

在中国，主要的恶性肿瘤包括肺癌、胃癌、
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乳腺癌、甲状腺癌、
宫颈癌、脑瘤和胰腺癌，约占全部发病的
75% 。 2000 年至 2011 年，中国男性癌症总发
病率保持稳定，然而女性发病率有所上升，年均
增长 2 . 2% 。

预防重于治疗

虽然全球医生、科学家努力几十年甚至上百
年，但人类仍未完全攻克癌症。癌症一旦到了晚
期，任何治疗手段都力不从心。预防癌症发生以
及癌症早期发现被认为是治疗癌症的根本，正如
中国政府不断提倡“抗癌要以预防为主、抗癌战
略要前移”。

预防癌症，就要预防它的病因。当然，有些
因素人们无法控制，比如种族、性别和不断增长
的年龄等。但有些因素是人们可以主观控制的，
如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合理膳食、坚持锻炼、
保持心情愉快、避免病毒感染、远离辐射和有害
化学物质等。

遗传因素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控制的因素。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基因测序已不像过去那么
难。人们通过提早做基因检测，可以评估和管理
癌症风险，使高危人群终生不患癌症或者在癌症
早期防范。

美国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为降低患癌风险切
除双侧乳房后，遗传基因筛查、预防性器官切除
在各国都掀起了不小的热度。中国乳腺癌遗传学
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解云涛教授领导的团队经
过 10多年的积累，于 2015 年宣布发现了在中国
遗传性乳腺癌人群中，可以与 B R C A 1 、
BRCA2 基因相媲美的 RECQL 基因。

季加孚认为，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之间，预防
最重要，尽量不得病、少得病。易感人群应争取
在癌症早期就得到控制。

更多患者受益

季加孚说，中国集中了各类癌症人群，有利
于数据采集和进一步展开研究。如果能打破顶尖
研究机构和基层医院之间的屏障，就会有更多的
癌症患者受益。

实际上，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正在和国外的癌
症中心及药物研发企业合作，获得每一个患者的
基因数据，构建精准医疗数据库，按照不同临床
试验所需目标患者的基因类型来匹配临床试验，
目的就是为了使国内更多患者参加临床试验，最
终让更多患者受益。

该院专家表示，想让更多患者参加临床试
验，并且降低临床试验成本，实践中需要患者、
医院、精准医疗数据库和药物研发公司紧密联
系，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季加孚说，传染病能够很快传遍全球，但最
先进的医疗技术并不能像传染病那样很快扩散。
对中国而言，需要打破区域意识，加强沟通，进
一步合作，使大城市的医疗机构研发出的技术和
药物等能够尽快应用到基层患者的身上。

他认为，通过数据共享来加速全球抗癌研究已
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等国都
已经展开行动。中国首个国家基因库 22日正式投
入运营，美国 6月已启用了抗癌“登月计划”首个
大型开放数据库，美国、英国和荷兰的研究机构 7
月还合作建立了新的癌细胞培养模型库。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29 个省份修订计生条例

社会抚养费四大焦点如何变化？

据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26 日电(记者朱峰)
记者近日在基层采访发现，一些跑长途的大货
车司机吸毒开车现象近年来增多，并呈现出小
圈子群体化趋势，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毒驾
惩罚举措不够严厉，一些司机存在侥幸心理。事
实上，近年来，毒驾已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一大
“杀手”，给公共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一个县一天查获 6 名毒驾者

8 月 25 日 16时许，河北省武强县公安局
民警在 307 国道一处公安检查站进行暑期安保
检查，一辆山西牌照的大货车上司机柳某鹏神
情紧张，民警对他进行了尿检，结果显示冰毒和
摇头丸呈阳性，民警又在货车上搜出吸毒工具
1 套和冰毒 2 . 26 克。当天，武强警方一共查获
了 6 名毒驾人员。

“8 月以来，我们民警在交通要道对过往车
辆进行例行检查，查获了 13 名毒驾司机，其中
12 人是大货车司机，这些货车司机多来自山
西，从山西运煤等物资到沿海省份。”武强县公

安局副局长宋保宁说。
据被查获的大货车毒驾司机王某明讲，他是

在车上吸食的毒品，主要为了开车时提神，一起
同行的司机也吸，用烤火的办法通过自制的冰壶
吸食毒品。记者看到他们自制的冰壶是用矿泉水
瓶做的，上面有一根软管和两根吸管，比较简单。

“在一些国道省道停车休息、加油加水的地
方，就有人向我们兜售毒品，山西经常跑长途的
司机都知道，这些毒品都经过加工处理，毒性
轻，少量吸食只会让自己更精神，不瞌睡，一气
能跑个三四百公里。”毒驾司机王某忠说。

“毒驾”比“酒驾”危害更大

据统计，2013 年以来，全国涉及“毒驾”的道
路交通事故共造成超过 1560 人死亡、超过 4930

人受伤。权威测试显示，“酒驾”比正常反应时间
慢 12% ，“毒驾”则比正常反应时间慢 21% 。

一些大货车司机表示，毒驾并非自己的主
观意愿，而是背后老板给他们下达指令，必须用
最短时间拉完一趟货，以追求最大利润。

来自山西吕梁的毒驾司机冯某告诉记者，
他从山西拉煤到河北唐山，如果不堵车的话，老
板要求 3 天跑完一趟，“我正常的话一个月能跑
八趟车，每一趟老板能挣约 4000 块钱，但老板
希望每趟能节约一点时间，这样我还能多跑一
趟，能给他多挣一趟的钱。”

“过去车上都是两到三名司机，轮换着开，
现在就一个司机，从头开到尾。老板尽量少雇司
机省钱，我们找个活干不容易。那么多司机同时
出车，别人都早早返回了，如果我回去晚了，老
板就不雇我了。”王某说。

据衡水市公安局介绍，今年 7月以来，衡水公安
共查处毒驾司机 22人，其中大货车司机就有 20人。
一些司机表示，大货车司机吸毒现象并不在少数。

推进毒驾入刑也要杜绝过度劳动

近年来，我国各地都查获一些货车司机毒
驾案例。今年 8 月，上海警方在高速公路例行
安检发现，一名大货车司机神情恍惚，经查存
在毒驾行为。2015 年 11 月，广东高明警方在一
个码头将 5 名涉嫌聚众吸毒的货车司机抓获。

“司机吸食毒品后，会暂时精神振作，但也
会造成判断力低下，如果把握不好吸食量，可
能造成高度亢奋甚至产生幻觉，完全丧失判断
力，一旦失去控制驾车冲撞，后果不堪设想，直
接危害公共安全。”衡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
委葛涛说。

一些基层民警反映，由于目前毒驾尚未列
入刑法，公安机关对没有发生肇事的毒驾行
为，只能依照禁毒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法规吊销驾照，进行行政处罚。近年来毒驾现
象日趋增多，尤其是大货车司机毒驾危害更
大，应该尽快推动毒驾入刑，加大对这种行为
的惩治力度。

河北省张金龙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罡认
为，很多大货车司机为提神被动毒驾，背后是
疲劳驾驶和毒品泛滥问题。“劳动监察部门有义
务对企业逼迫雇工过度劳动的行为进行监管。
从源头上杜绝毒驾，更须各地警方联手查清司
机吸食毒品来源，斩断毒品蔓延链条。”王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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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 9 月 26 日专电(记者杨
帆)近日，在接到群众举报称“河北定州市辖区
内沙河河道非法采沙猖獗”后，记者两度赶赴定
州展开调查。记者在多个乡镇目击有沙场白天
大肆开采，部分河道被削出 30 米左右高的峭
壁、出现了跨距 1000 米左右的巨坑，对沿岸环
境、河道行洪形成巨大威胁。

禁采期内仍有偷采

沙河发源于山西省繁峙东白坡头，在定州
境内长 41 . 6 公里，共流经 6 个乡镇、20多个行
政村。记者前不久驱车前往定州市叮咛店镇赛
里村，在村外一个路口，有大型运沙车不断进
出，路两侧不时出现沙土堆集点，越往河堤走规
模越大，有的沙堆 10多米高。登上沙河大堤，可
见 10 余条小型抽沙船正在作业。

当地采沙业内人士说，“河道内采沙需在水

利部门办理许可证，通常按河段购买矿权，采挖
活动的规划和实施非常规范，不会到处乱挖。”

然而，记者进入该区域后看到，整个采沙场
正处于沙河河道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深 30 米
左右、跨距 800米左右，轮廓不规则的巨大坑洞。

今年汛期前，河北将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定为禁采期，禁止任何法人单位、其他组织及个
人的一切采沙、取土活动，但期间仍有偷采发生。

禁采区内频现盗挖

虽然记者暗访时目击了盗采河沙的行为，
但定州市水利部门却回应称“我市全年禁止采
沙，境内没有采沙企业”。

记者日前驱车再次前往定州进行调查，由
省道 234定魏线与沙河大桥交口向西行进，离
高蓬镇钮店村不远有一沙场处在河道中央，除
了板房还有废旧铲车堆放其中，河道边缘已被

挖成 30 米左右的峭壁，一段河道边还有民房。
“一铲(铲车铲斗)沙 60 元，这几十里地很多村
都有沙场，质量没问题。”沙场工作人员说。

在隔河相望的叮咛店镇西杨村，一个采沙
场门口有不少货车司机排队在买沙子。而在紧
邻西杨村的东张谦村，记者找到一个深 30 米左
右，最长一段跨距 1 公里左右的大型沙场。下到
沙场内部，可见 5 个采沙机正在作业，一个崭新
的水洗一体的采沙机正在运转。

“这里都是废河滩地，开发没啥手续，最近 1
天能卖 2万多元钱沙子，除了设备几乎没有成本，
利润还不错。”沙场工作人员透露，开个沙场，少则
挣两三千万元，运气好挣七八千万元的也有。

记者调查中了解到，沙河沿线的非法采沙
业并非是一时兴起的。“沙河采沙 2000 年后就
有，之前政府对偷挖、盗挖有打击，但这两年很
多家又偷偷开始了。”当地群众表示，沿河很多
村子都有私人开的沙场，并非一般人敢开的。

疯狂采沙亟待根治

定州市市长李军辉介绍，定州的确全面禁
止河道采沙。“过去沙河内有大大小小 20多个
沙场，对环境和行洪构成巨大威胁。虽然政府组
织过多次打击行动，但在高额的经济利益驱使
下，非法盗采行为时有反弹。”

定州市国土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不法分子
总和政府打游击，偷偷接上电路不定时进行开
采，有的沙场还雇有社会闲散人员，曾有国土局
工作人员在现场督察中被打。

定州市副市长陈庆亮表示，经过排查，目前
沙河河道内各采沙点共有采沙船 47 条，经常非
法偷采的有 18条，已全部拆除。当地已成立处置
小组进行清理和巡查、断电、断路、回填沙坑。对
于参与非法采沙的国家公务人员和村(社区)党
员干部，定州市将进一步调查定责，严肃处理。

部分河道削出峭壁，出现跨距千米巨坑

定州沙河：违法采沙何时休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周科、陈尚营、席敏)近日，《北京市社会抚养费
征收管理办法》向社会征求意见。截至目前，全
国已有 29 个省份修订计生条例。其中，广东、安
徽、山东等 22 个省份在新修订计生条例中明确
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社会抚养费如何征收？钱花在哪了？是否和
上户挂钩？“新华视点”记者就公众关切的几个
焦点问题进行了追踪。

焦点一：各地社会抚养费按照

什么标准征收？

记者梳理发现，29个省份修订的计生条例基
本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不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多生育子女的，属于超生。对于“超生”公
民，各地都要求征收社会抚养费，不过标准各异。

——— 按本地人均居民收入基数征收，有的
给出弹性区间。对于违反条例多生育 1 个子女
的，河南、山东等地按计征基数的 3 倍征收；江
苏按照计征标准的 4 倍征收；陕西、福建等地按
计征基数征收 2 倍至 3 倍的社会抚养费；辽宁
则按照计征基数的 5至 10 倍征收。

——— 以家庭年收入为基数征收，有的还按
月预征。山西明确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与超生
人群收入挂钩，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的
20%，合计征收 7 年的社会抚养费；湖南要求按
照上年度总收入的 2至 6 倍征收。贵州还按月
预征夫妻标准工资各 30% 的社会抚养费。

——— 按职业制定处罚标准，国家工作人员
还要受行政处分。河北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企
业职工按本人上年度工资总额 2 . 5 倍的金额
征收，民营企业经营者和个体劳动者按本人上
年度纯收入 2 . 5 倍的金额征收。辽宁规定，国
家工作人员超生的，根据违法情节严重程度，按
照人事管理权限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
降级、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

——— 多生多罚，超生 2 个及以上子女或重
婚超生的加重处罚，有的递进累加。吉林规定，
超生 2 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 1 个子女应征收
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照超生子女数为倍数
征收社会抚养费；河北按生育第 3 个子女的征
收金额各加百分之百征收，生育第 5 个以上子
女的，征收金额以此递进累加。

焦点二：征收标准是否过高？

多地公布新修订的计生条例后，一些网
民提出，社会抚养费征收过高，且标准差异较
大。

记者注意到，目前，新修订计生条例中明确
征收标准的 22 个省份，不少地方改变了原来的
征收标准倍数。如山东省在今年 1 月 22 日通过
的计生条例修正案中，已将原来规定基数的 3

到 6 倍，改为按规定基数的 3 倍征收。湖北、河
南等 8 省也将计征基数调整至 3 倍及以下，其
中黑龙江最低，只征收计征标准的 1 倍。

但是，部分省份的征收标准未作调整，比
如，北京和辽宁计征上限仍然定为 10 倍。

据了解，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
法》给予各地“自由裁量权”：社会抚养费的具体
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邓相超认为，虽然各
地情况不同，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有适度差别
是必要的，但差别过于悬殊会损害征收的公平
性。

针对一些地方计征标准存在倍数区间的情
况，湖北省一乡镇计生办郭姓工作人员介绍，超
生家庭情况不一样，条件好的可按最高倍数计
征，条件差的可按最低倍数计征。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表
示，针对个人的财产情况不同，法律上允许存在
一定弹性区间，但是基层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
带来执法不规范和权力寻租。这需要各县级人
口计生部门依法依规严格执行，并加大征收过
程中的监管和法律惩戒力度。

焦点三：钱花在哪里了？

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
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按照国
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
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贪污、私
分。社会抚养费上缴国库后，作为地方财政收
入的一部分，由地方政府连同其他财政收入
一起，统筹用于本地区各类公共服务和社会
事业支出。

然而，多年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数目不
清、去向不明，备受诟病。据了解，仅在 2013 年，
22 个省份公开了征缴总额且支出不详。此后，
社会抚养费的收支情况几乎再也没有公开。

记者多地调查发现，社会抚养费领域贪污
案件时有发生。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王
某甲任贵州省大方县长石镇新阳村支部书记期
间，用假收据收取社会抚养费共计 60100 元；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安徽省望江县
财政局民生办公室办事员鲍某某将其收到的
675000 元社会抚养费中存入其个人账户用来
进行期货交易。

2015 年 3 月至 4 月，山东省委第一巡视组
对兰陵县开展专项巡视发现，在社会抚养费的
征收、管理、使用中，截留、坐收坐支、使用不合
规票据、甚至打白条现象比较普遍，违规违纪问
题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
山鹰认为，社会抚养费征收程序、执法手段应充
分法治化、透明化，并加入外部监督力量；还要明
确其用途，如失独家庭的补助、社会公共服务等。

焦点四：征费是否与上户挂钩？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 1 月份印发《关于解决
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提出要全面
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禁止设立不符
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

山东省公安部门要求，新生儿一律凭《出生医
学证明》办理出生登记，不允许设定其他前置条件；
合肥市新生儿上户与征收社会抚养费分别由市公
安局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两者不挂钩。

“我的二孩 2011 年出生，属计划外生育，需
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所以一直没上户口。”合肥居
民姜先生说，今年 8月，他仅凭夫妻双方身份证、
结婚证、户口本以及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顺利
把孩子上户了，“目前还没有接到罚款通知”。

山东滨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富源派出所所
长范玉超介绍，目前，在不需要其他部门提供社
会抚养费缴纳证明的情况下，已有一些不符合
计生条例的新生儿在该所顺利办理户口登记。

此外，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目前户口已经与
社会抚养费脱钩，但一些地方，是否缴清社会抚
养费却与孩子入学相挂钩。昆山市 2015 年底公
布《昆山市新市民子女公办学校积分入学办法
(试行)》规定，对超生孩子，缴清社会抚养费的
扣 30 分，未缴清的要扣减 50 分。此外，还有城
市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行为未接受处理或未处
理完毕的，不能申请积分入学。

“无论是否属于超生的孩子，都应享受公平
的教育机会，不能拿社会抚养费作为入学的门
槛。对于上户、入学或参加医保等公共服务的基
本公民权利，都应取消歧视性条件。”傅蔚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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