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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危害不容小觑

日常生活中，有一

种“难言之隐”叫便

秘。很多人觉得这不是

什么大问题。其实，便

秘也是一种疾病。近年

来，随着饮食结构的改

变及精神、心理和社会

因素的影响，便秘的发

病率逐年上升，长期便

秘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长期便秘有什么危

害？便秘的原因是什

么？让我们听听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

科主任、主任医师王高

岸怎么说。

什么是便秘

便秘是指排便次数

减少、粪便干硬或排便

困难。排便次数减少是

指每周排便少于3次；

排便困难包括排便费

力、排出困难、有排便

不尽感、排便费时以及

需要手法辅助排便，往

往伴有腹痛、腹胀、头

晕和便血等症状。

便秘的种类

功能性便秘，这是

最常见的。不是器质性

疾病和其他系统慢性病

引发的便秘，就属于功

能性便秘。

器质性便秘，主要

是肠道、肛门疾病引发

的便秘。可以通过一些

医学检查，例如肠镜、

排便造影或者是下消化

道造影等，判断便秘的

原因是不是结肠癌、直

肠癌等疾病引起的。

消化系统以外的疾

病引发的便秘，主要是

一些慢性病引发的。例

如，甲状腺功能减退

时，很多人会便秘；如

果糖尿病病史较长，也

会影响胃肠道功能造成

便秘。

7月1日上午，中

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举办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

年暨“七一”表彰大

会，重温党的光辉历

程和丰功伟绩，表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党

组织（先进集体）、优秀共

产党员和优秀志愿者，动员

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团结

拼搏、担当作为，以优异的

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拉开序幕。会议为2名新党员

举行了庄重的入党宣誓仪

式，参会党员集体重温了入

党誓词。会议宣读了《中共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

查中心委员会关于表彰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基层

党组织（先进集体）、优秀

共产党员和优秀志愿者的决

定》。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党

史党建教研部李诗夏教授作

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

史》辅导讲座。

党委书记郭兴华在庆祝

大会上发表讲话，并代表中

心党委向受到表彰的9个先进

基层党组织（先进集体）、

79名优秀共产党员、13名优

秀志愿者表示祝贺，向中心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致以

节日的问候。他指出，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心

党委积极响应党中央、湖北

省委、部局党组号召，组建

下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曙光

社区、江夏区沿湖社区、宜

昌 学 堂 湾 社 区 3个 工 作 组

（队），负责10个小区的疫

情防控工作，115名党员职工

就近就地下沉社区参加疫情

防控工作。疫情期间，坚持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业务工

作，16个野外项目组

93名技术人员克服困

难奔赴一线开展野外

工 作 。 他 们 不 惧 危

险，冲锋在前，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我是

党员我先上”不是一

句口号，用舍身忘我

的具体行动和无私奉

献诠释了担当作为，让党旗

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让新

时代地质文化在抗“疫”战

场上绽放出别样的风采。中

心广大职工以坚定的信念和

必胜的信心，团结奋战、众

志成城，共克时艰，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遵守

纪律规矩，取得疫情防控

638名职工“零疑似、零确

诊”的重大成果。

会议要求，一是广大党

员要在政治建设上担当作

为，把“讲政治”落到实

处，正确理解其丰富内涵，

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地质

调查工作全过程，以业务工

作新成效检验政治建设成

果；二是要（下转第二版）

中心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暨“七一”表彰大会

       热烈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3周年！

7月17日下午，在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前夕，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

中心在宜昌召开庆祝“八一”

建军节座谈会。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曾冶红专程到宜昌基地

看望在宜退役军人，在宜离退

休退役军人、部分在岗退役军

人以及离退休处工作人员共

26人参加了座谈会。

宜昌基地处（离退休处）

负责人作了主题发言。他回顾

了人民军队的光荣历史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肯定了退役老兵

及在岗退役军人对武汉地调中

心建设和发展作出的贡献，通

报了2020年上半年宜昌基地处

（离退休处）工作情况和中心

抗疫成果。强调这些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退役军人和离退休老

同志的贡献，老同志们响应号

召、遵守纪律、积极配合、克

服困难，居家坚守，这些都为

中心前期成绩的取得提供了有

力保障。

曾冶红代表中心领导班子

向各位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慰问，对退役军人

为中心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她说，中心领导十分

关心大家，切实解决退役军人

各项待遇和现实困难，不断提

升大家在政治上的荣誉感、组

织上的归属感、生活上的安全

感和幸福感，让老同志安度晚

年、颐养天年，让年轻同

志安心暖心、尽心工作。

她希望在岗退役军人，保

持军人品质，继续发扬军

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讲政治、讲大局、讲

团结，爱岗敬业，在各自

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

争取更大的光荣。希望离

退休退役军人要时刻不忘自己

曾经是一名军人，更加自觉加

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保持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一如既

往支持中心各项工作，积极献

计献策，发挥余热，为中心事

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与会退役军人感谢中心党

委、领导的关心，表示一定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

合格军人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为单位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离退休处）

武汉地调中心举行“八一”建军节座谈会

为贯彻落实《湖北省直机

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下沉社

区实施办法》，在武汉中心党

委统一部署下，宜昌基地党支

部的全体党员干部于7月23日到

学堂湾社区报到，并开始参与

社区治理、服务群众活动。

宜昌基地支部下沉党员干

部进入社区的第一次活动是在

社区网格员的安排下参与宜昌

市全国文明城市检查。宜昌市

继2011年首次荣膺全国文明城

市，迄今已进入第10个年头。

圆满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三连

冠”的宜昌，今年又迎来了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总评年，需

经受力夺全国文明城市“四连

冠”的考验。为认真做好迎检

工作，进一步提高小区居民对

文明创建工作的知晓率、支持

率和参与率，宜昌基地全体党

员干部于7月23日上午在小区开

展文明城市创建入户宣传工

作，为居民发放相关宣传资

料。下午在小区张贴文明城市

创建宣传牌。活动中，党员们

认真为居民们讲解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注意事项，倡议大家积

极参与卫生大扫除，做好垃圾

分类；戴口罩、勤洗手、自觉

保持社交“一米线”养成良好

习惯；自觉遵守市民文明公

约，维护城市公共秩序，文明

出行，遵守交通规范。

下沉社区是一项长期工

作，宜昌基地党支部也将把下

沉工作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每

个党员干部都会把自己当着社

区的一份子，积极主动融入社

区，为建一方文明，促一方安

定，保一方平安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宜昌基地处）

宜昌基地支部下沉社区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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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便秘的危害

便秘是现代人很常

见的消化问题，各个年

龄段都有发病的可能。

有些女性为了减肥进食

过少、服用减肥药甚至

泻药，更容易导致便

秘。

长期便秘会引发肤

色暗沉、长痘、长斑等

皮肤问题；影响身体正

常代谢，加重肥胖；导

致失眠、烦躁、多梦、

抑郁、焦虑等精神障

碍；导致记忆力下降、

注意力分散、思维迟钝

等。

出现便秘的原因

1.饮食因素，例如

饮食太精细、进食量

少、果蔬摄入不足等。

如果食物消化完后几乎

没有残渣，结肠内不能

形成足够体积的粪便，

就难以每天产生便意。

2.排便习惯。有些

人有便意时会刻意憋回

去，长期这样会导致便

意消退，造成功能性便

秘。还有一些人在排便

时玩手机、看报纸等，

这也是不良的排便习

惯。

3.运动过少。运动

过少，会导致结肠蠕动

减少，影响排便。另

外，如果水分补充不

足，肠道会吸收更多粪

便中的水分，出现大便

干硬问题。

4.肠道病变。炎症

性肠病、肿瘤、疝、直

肠脱垂等病变，会导致

功能性出口梗阻，引发

排便障碍。

5.药物因素。长期

服用泻药，会导致肠道

功能紊乱。

（来源：海南日报）

7月1日下午，中国地质

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组

织召开2020年上半年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专题会，听取党委班子

成员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情况报告，分析研判中

心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形势。会议采用现

场+视频方式进行，由中心党

委书记郭兴华主持，中心党

委班子成员、主任助理、纪

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党委

办公室和监察审计处干部参

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近期中

央、部、局有关文件精神。

8名党委班子成员逐一汇报了

上半年履行“一岗双责”，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抓分管部门党建工作情

况，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分

别汇报了上半年中心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审

计工作情况。党委书记对

2020年下半年中心党建和党

风廉政建设重点工作作出部

署安排。

会议指出，此次专题会

既是落实《党委（党组）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

定》《中共中国地质调查局

党组指导监督直属单位党委

（党支部）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工作大纲》要求

的现实需要，也是压紧压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具

体行动，会议组织及时，准

备充分，要长期坚持，常抓

不懈。

会议要求，一是要持续

夯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党

委班子成员、支部书记要认

真对照《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2020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工作方案》《武汉地

调中心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方案和任务分

工》要求，对标对表，认真

履职，压紧压实“两个责

任”，着力解决“中温下

冷”问题，共同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实；二是

要高质量推进党建工作，将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

合，力争“双促进、双提

升”，避免“两张皮、一般

化”，扎实开展强化政治机

关意识教育活动，推进党支

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深入

推进“灯下黑”专项问题整

治、政治生态整治、干部职

工违规“吃喝”问题立行立

改专项整治、干部职工“四

态”调查等工作，持续营造

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加强精神文明创建，持续深

化地质文化建设；三是要瞄

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扎

实推进廉政风险防控。深化

巡视发现问题整改和专项整

治自查工作，对2020年三公经

费及会议费进行内部审计，

开展野外党支部巡察，做实

日常监督，抓牢重点监督。

会议议程紧凑，内容丰

富，达到了预期效果。按照

要求，中心各党支部、野外

临时党支部均于6月底向党委

提交了上半年工作总结。

（来源：中心网）

中心组织召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专题会
7月16日，武汉地质调查

中心宜昌基地党总支组织开展

了“灯下黑”问题整治主题党

日活动，宜昌基地党总支书记

以《强化党的政治机关意识，

走好第一方阵》为题讲授了专

题党课。宜昌基地各离退休支

部委员、宜昌基地在职支部党

员参加了学习。中心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曾冶红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会议结合“灯下黑”问

题的具体表现，全面排查了在

政治意识淡化、党的领导弱

化、党建工作虚化、责任落实

弱化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照《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关于

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的工作方案》，从组织设置、

支委会建设、组织生活、功能

作用、党员队伍建设、制度保

障等六个方面查找了差距和不

足。

会议强调，各支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着力解决宜昌基地和离退

休支部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巩固拓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持

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认真落实问题整改工作。

党员干部要自觉加强学习，要

在党的政治建设上担当作为，

要坚持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建

和业务工作，正确处理党的政

治建设与各项工作的关

系，将旗帜鲜明讲政治

贯穿到各项工作的始终

和各个环节，将《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作时间之

外政治言行若干规定

（试行）》落实到日常

工作和为人处世中。

会议重申，党员干

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勇于担当、自觉作

为，高质量推进宜昌基地处、

离退休干部管理各项工作开

展。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树立部门首先是政治机关

意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为基地工作和离退休老同

志工作的高质量开展提供坚强

政治保障，维护宜昌基地的安

全稳定、落实离退休老同志

“两项待遇”，让老同志满

意。（宜昌基地党总支）

宜昌基地党总支开展“灯下黑”问题整治主题党日活动

中心获部离退休干部职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答题优秀组织奖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迈向现代化的

进程中改革创新、开拓前行，

不断迈向“中国之治”更高境

界方面意义深远。

5月11日至6月28日，为深

入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全会

精神，自然资源部离退休干部

局通过“桑榆园地”公众号平

台，举办了5期“自然资源部

离退休干部职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网上答题

活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

地质调查中心十分重视此项活

动，把这项活动作为基层党建

和离退休人员政治生活的重要

工作。离退休处干部职工多方

动员，离退休各支部精心组

织，广大离退休党员干部踊跃

参加答题活动，施建平、刘敬

秀、黄治国、王汉生等同志先

后获得幸运奖。

近日，自然资源部离退休

干部局发出通报，表彰奖励有

关单位和个人，武汉地质调查

中心荣获“优秀组织奖”，梁

约翰荣获个人幸运大奖。

据悉，此次共有15个单位

获优秀组织奖，其中地调局系

统有8家单位获此殊荣。

（上接第一版）在坚守初心

使命上久久为功，着力巩固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持续深

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

建设的永恒课题常抓不懈；

三是要在基层组织建设上持

续用力，着力推进支部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压紧压实工

作责任，加强“四强”党支

部建设，着力解决责任传导

“下冷”问题；四是要在廉

政风险防控上慎终如始，持

续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

对标局六方面专项检查要

求，深化巡视发现问题整改

和专项整治自查工作，开展

内部审计、党支部巡察，做

实日常监督，抓牢重点监

督，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

事创业氛围。

会议由中心纪委书记曾

冶红主持，中心全体在职党

员、离退休支部书记及支委

200余人参加会议。

（来源：中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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