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中国镇痛周期间，首
个《中老年常见疼痛防治认知调
研报告》发布。

调研显示，中老年人认为常
见疼痛排名前四的分别为：骨骼
肌肉疼痛（颈椎、腰背、椎间盘等）
（占比 80.4%）、 糖尿病性神经病
变带来的疼痛（占比 53.1%）、头
部/颌面部疼痛（占比 48.4%）、带
状疱疹相关性疼痛（占比 40%）。

该调研共有 2697名 50岁及
以上的中老年人参与， 包含对常
见疼痛的认知、 管理行为和预防
行为等内容， 旨在进一步提升公
众和重点人群对中老年常见疼痛
及其危害的认知、 促使中老年人

“正识疼痛，及早管理和预防”。

56.6%中老年人“痛上加痛”

据中日友好医院疼痛科主
任、中国医师协会疼痛科医师分
会会长樊碧发教授介绍，长期疼
痛得不到有效治疗，会严重影响
生活质量和精神状态。以带状疱
疹后神经痛为例，其疼痛涵盖了
大部分神经病理疼痛的表现，例
如刀割一样疼痛、 针刺一样疼
痛、麻木痛等。

此次调研结果显示，面对疼
痛，中老年人的认知和经历存在
较大差距，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
编委、21 世纪经济报道编委韩
瑞芸表示，中老年人普遍低估了
疼痛的严重程度，带状疱疹相关
性疼痛、牙疼、糖尿病性神经病
变，在中老年人认知和实际经历

的疼痛程度评级中，差距排名前
三，分别为 19.6%、16.7%、11.7%；
56.6%中老年人普遍患有至少 2
种常见疼痛；疼痛发生后，近半
数（48.4%） 的中老年人选择忍
痛，且年龄越大，会有更多人选
择忍痛。一些患者甚至因为不正
确的疾病管理和预防认知，导致
多种疾病进展加重。

提前管理与预防疼痛

“越拖越痛，找不对科室”
在社区中老年疼痛患者中非常
典型， 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
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科医生李肖肖介绍， 一位老
年糖尿病患者， 十多年都没有
规范治疗， 导致手麻脚麻等糖
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症状， 仍未
重视， 直到现在也只是领取大
量止痛药度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
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教授、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名
誉会长杜雪平教授表示，随着年
龄增长，人体的器官功能逐步衰
减，免疫力有所降低，加之多数
老年人合并慢性病等基础疾病，
罹患流感、肺炎、带状疱疹等感
染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罹患
感染性疾病后也会加重基础性
疾病， 导致疾病治疗更加复杂，
疾病引发的疼痛更加难治愈。因
此，提前管理和预防疼痛非常重
要，睡眠充足、规律运动、保持愉
悦等可以预防相关疾病。 （李庆）

《中老年常见疼痛防治认
知调研报告》发布
提出及早管理和预防疼痛

为积极响应国家碳中和愿
景，由凤凰卫视、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主办，落基山研究所
（RMI）、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
金会（SEE 基金会）、大道应对气
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联
合主办的“绿色发展 碳路中
国” 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
2022 于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
在北京举办。 峰会期冀与每年
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约
方大会主办国合作， 邀请国际
组织、 气候变化领域权威机构
及各利益相关方参与， 打造中
国气候领域年度 IP。

今年是第二届零碳使命国
际气候峰会，为积极响应国家碳
中和愿景及全球减排目标，本届
峰会的主题定为“绿色发展·碳
路中国”，就双碳目标、气候投融
资、能源转型、绿色建筑以及低
碳交通等话题，共商低碳转型与
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切实有效的

有关行动。
峰会设置一个主论坛与五

个平行分论坛。 来自中国工程
院、中国社科院、生态环境部对
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
心等多位专家学者在主论坛发
表主旨演讲。主论坛还设置圆桌
会议，各界专家就“国际机构参
与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共
商气候治理路径。五个分论坛主
题则分别包括新能源与全球
ESG 投资、绿色建筑、气候治理、
绿色交通、与 C 位青年说。

2021 年 9 月 22 日-24 日，
凤凰卫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联合主办了第一届零碳
使命国际气候峰会，主题为“全
球碳中和与中国担当”，70 多位
嘉宾参与峰会， 就全球碳中和、
企业气候雄心、绿色金融、能源
转型、绿色建筑以及低碳交通等
话题进行分享和讨论。 （李庆）

气候专家齐聚零碳使命国际
气候峰会
共商“低碳转型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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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由成都市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发展中心、 成都市
慈善总会主办的成都市第七届
公益慈善交流会暨 2022 成都
慈善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金牛
区举行。 本届慈交会以“共建慈
善城市 共享美好生活” 为主
题， 旨在汇集公益慈善领域的
先进理念、 创新成果与社会资
源， 打造“友善之城 尚善之
都”城市慈善名片，助推成都市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慈交会围绕公益慈善
展、慈善研讨会、公益项目大赛
三大版块开展。 其中，公益慈善
展展示了助学、助医、助残、助困
等传统领域， 以及乡村振兴、慈
善+金融、慈善+体育、慈善+环
保等新兴领域， 集合 23 个区
（市） 县慈善会以及德眉资三地
优秀慈善组织、慈善社区、爱心
企业，在脱贫攻坚中起到示范作
用的优秀项目、具有特色农副产
品以及科技慈善类创新项目。

成都市慈善总会会长覃文
林对历届慈交会的举办给予充
分肯定。 他表示，成都公益慈善
交流会已举办了六届，得到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大力支持。

本届慈交会特别邀请了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湖南师范大学
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周秋光、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西
部分院成都分部主任规划师
廖双南等行业专家，以“促进
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 为主
题， 紧扣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从公益慈善组织现实需求出
发，交流探索成都公益慈善事
业未来发展的新路径。

本届慈交会采取了“线上+
线下”融合展演的方式，展会期

间， 观众只需通过手机端扫码
登陆“成都市第七届公益慈善
交流会” 微信小程序， 指间轻
滑， 就能快速浏览本届慈交会
的现场盛况及活动亮点。

会上， 成都市慈善总会秘
书长蒋银兰为在成都市第七届
公益慈善交流会公益慈善项目
大赛中获奖的优秀慈善项目颁
发奖杯和获奖证书。 由成都童
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发起的
“有学童享”全职妈妈童萌亲子
园早教微创业技能提升项目斩
获一等奖。 （高文兴）

成都慈交会擦亮城市慈善名片

默沙东中国：
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造福中国社会

10 月 26 日，默沙东发布全
新《默沙东中国企业责任报告
（2019-2022 年度）》， 展示默沙
东近三年在中国市场执行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策略，为
业务和社会创造可持续价值的
进展和诸多贡献。这是默沙东中
国自 2013年以来连续发布的第
四份企业责任报告。

“提升健康可及性、关爱培
养员工、 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
以及严守道德和价值观” 是默
沙东全球共同实践的四大 ESG
关键领域。

在提升健康可及性方面，默
沙东始终与关键利益相关方紧
密合作，在科研创新、提高可及
性和可负担性、消除不平等等多
个方面竭尽所能，解决未被满足
的、迫切的医疗健康需求。 报告
年度期间，默沙东向中国境内引

入了 19款人用创新药物、 疫苗
及新适应证，以及 6款预防和治
疗动物疾病的化药和疫苗。除此
之外，还有 100多项药物和疫苗
临床试验正在中国开展。

默沙东始终将员工的健康和
安全放在首位，倡导多元、包容的
企业文化。 通过成熟的员工发展
和薪酬福利策略、 全面的职业健
康管理体系、 丰富的员工沟通渠
道和灵活的工作模式， 公司给予
员工多方面支持， 帮助员工消除
后顾之忧，以打造持续壮大、充满
活力的中国团队。 默沙东中国女
性员工比例在近三年持续维持中
高位，高管女性比例过半。

作为健康守护者， 默沙东
相信， 健康的地球是人类和动
物健康以及业务可持续发展的
基石。 默沙东设有重点明确的
环境可持续战略， 在中国推行

相关举措，包括节能减排、水资
源和废弃物管理等方面。 从
2019 年开始， 中国的办公场所
采取长效节能措施，2021 年温
室气体排放相较于 2019 年减
少了 265 吨； 杭州和宁波工厂
实施节能改造项目， 并持续优
化供应链各个环节， 减少企业
运营的环境足迹。

默沙东秉持最高标准的道
德与诚信， 持续完善组织架构，
更新政策和工具，促进员工和供
应商的合规意识与行为。 100%
的员工自入职起定期接受道德
与合规培训。 环境可持续性、经
济包容性及供应商多元化的原
则贯穿于采购管理流程的各个
阶段。 2021年，默沙东中国 86%
的包装材料及包装生产配套的
年采购额达到中国本地化采购，
比例逐年上升。 （高文兴）

辛选集团捐赠 100万元物资
驰援大同抗疫

10月 27日， 辛选集团创始
人辛有志宣布捐赠 100万元防疫
物资，全力驰援山西省大同市。

目前处于秋冬时节， 山西
省大同市暴发新一轮本土新冠
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竣复杂，
多区全域实施静默管理， 防疫
物资需求较大。

关注到山西疫情后，辛选迅
速组织“辛满益满”公益计划工
作人员向大同市慈善总会捐赠

100 万元的防疫物资，紧急采购
包括 20 万个 N95 口罩、7 万瓶
消毒凝胶、5 万个医用面罩等总
价值 100万元的防疫物资，并通
过广州市有志公益基金会向大
同市慈善总会捐赠。

辛选集团官方微博消息称，
目前，这批物资已在发往大同途
中。辛选方面称：“在这共抗疫情
的关键时刻，辛选愿与大同人民
携手并肩，共待春暖花开。 ”

据悉，2021 年 10 月， 山西
暴雨引发严重灾情， 辛选集团
创始人辛有志紧急展开援助救
灾的举措， 捐款 500 万元人民
币，用于当地应急救援、受灾群
众安置及灾后重建工作。

截至目前， 辛选集团在公益
慈善方面已累计捐款捐物超 2亿
元， 直播助农带货销售额达 7.5
亿元， 并帮助多所学校的学生享
受了更好的教育资源。 （张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