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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强化政府公共服
务职能， 聚合行政调解、 社区
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 公益律
师帮助等多种社会资源力量，
探索完善丰台区放心消费体系
建设， 为公众提供更多可供选
择的消费纠纷解决途径， 切实
提升消费者维权满意度 ， 近
日， 丰台工商分局消保科组织
区消协 、 12315中心的主要负
责人、 各工商所主管消保工作
的所长和分局 “消费维权理论
研究小组” 成员召开了2018年
“完善放心消费体系建设 提升
消费维权满意度” 研讨会。

研讨会上， 首先由分局各
参会部门领导分别汇报了2018
年 “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完成
情况及2019年的工作设想。

之后， 消保科干部对 《完
善放心消费体系建设提升消费
维权满意度》 调研文章初稿进
行了详细的讲解， 全体参会人
员结合工作实际， 对调研内容

进行了认真研讨， 提出了修改
完善意见。

在以后的工作中， 丰台工
商分局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
机， 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
利益为初心， 以满足百姓需求
为导向， 以机制建设为抓手，
继续做好放心消费体系建设工
作， 切实提升消费维权工作满
意度。

（石泰峤）

丰丰台台工工商商分分局局
组组织织召召开开““完完善善放放心心消消费费体体系系建建设设
提提升升消消费费维维权权满满意意度度””研研讨讨会会

不是所有HPV感染都会
引起宫颈癌

HPV是怎么感染的？ HPV的
传播是有很多高危因素的。 比如
我们以前总说的早婚早育 、 多
育， 现在看来主要还是和人的性
行为相关， 其中包括各种方式的
性接触。 所以开始性生活以后 ，
HPV的感染几率就会大大升高，
而且首次性交年龄越小， 性伴侣
越多， HPV感染率就越高。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想问
了， 那用了避孕套呢？ 可以避免
感染吗？ 虽然有研究发现， 使用
避孕套可以降低女性感染HPV的
机会， 但小小的避孕套并不能遮
住私处的所有皮肤， 因此， 坚持
正确使用避孕套可以明显降低感
染风险， 但并不能完全避免。

那么， 是不是所有的HPV感
染都会引起宫颈癌？ HPV （人乳
头瘤病毒） 病毒是一个大家族，
目前被分离鉴定的有130多种 ，
如果把这个家族成员比喻成犯罪

分子， 那么其中的高危型只占一
小部分， 大多数都是在 “小偷小
摸”， 即低危型。 低危型病毒感
染主要引起各种 “疣”， 比如皮
肤寻常疣、 隐私部位的尖锐湿疣
等。 高危型HPV才会引起宫颈的
病变， 持续性高危型HPV感染是
诱发宫颈癌的必要条件。

多数HPV感染都属于一
过性

感染了HPV病毒是否需要治

疗呢？ 其实HPV感染是很常见的
现象， 据统计 ， 我国女性HPV
感染率为 16%， 70%左右有性生
活的女性在一生中都曾感染过
HPV病毒， 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一 过 性 HPV感 染 率 甚 至 高 达
91%。 多数HPV感染都是一过性
的， 就像感冒一样， 不需要任何
治疗， 在潜伏阶段就被机体免疫
系统清除了。

所以对于HPV阳性的治疗原
则简单概括为 “治病不治毒 ”，
如感染低危型HPV病毒出现尖锐

湿疣病灶时， 或感染高危型HPV
病毒发生癌前病变 （CIN） 时 ，
才需要治疗。 HPV清除的时间需
要数月到1年之久， 平均6-8个月
左右， 所以发现高危型HPV感染
后不能心急， 不要短时间内反复
地去做检查， 因为病毒不会在短
时间内消失， 要给机体充分的时
间来消灭病毒。

最终只有10%不到的高危型
HPV可以表现为持续感染状态，
进而逐步演变为宫颈癌前病变乃
至宫颈癌， 而这往往需要5至15
年时间。 从HPV感染、 宫颈细胞
学异常直至癌前病变的每一个阶
段， 都有相应的处理方法， 并且
在癌前病变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
自己好转的可能。

感染HPV后也能生出健
康宝宝

定期体检很重要 。 听从医
生的指导 ， 定期体检 ， 尽早发
现宫颈病变并及时诊治， 是很
重要的。 真正会发生宫颈癌的人
少之又少， 临床见到的发现即为
宫颈癌的患者， 大多数并不定期
体检。

感染了HPV后是否还能怀孕
或者生出健康的宝宝吗？ 大部分
感染HPV病毒而无组织细胞学改
变的患者， 无需等待清除病毒再
怀孕。 一方面， 目前治疗HPV病
毒清除时间漫长； 另一方面， 仅
仅HPV感染对怀孕没有影响， 所
以阳性患者不需要浪费时间， 以
免错过最佳怀孕年龄。

但是， 在受孕前需要积极处
理HPV感染引起的疾病如湿疣或
宫颈癌前病变等 。 怀孕后发现
HPV感染也无需终止妊娠。

免疫力是宫颈癌最大的敌人

从感染HPV
到宫颈癌有多远？

前几天北京妇产医院门诊来了一个焦虑的姑娘， 偶然间
知道了自己几年前的室友得了宫颈癌， 又在网上查到宫颈癌
是一种 “感染性” 疾病， 虽然未婚无性生活， 却非常害怕自
己被间接接触传染了HPV病毒， 进而慢慢发展为宫颈癌， 发
愁了好几天， 经常以泪洗面。 有一些HPV感染的女性， 觉得
像携带着定时炸弹， 爆炸只是时间问题， 从而陷入了无限的
焦虑。

是不是所有的HPV感染都会引起宫颈癌呢 ？ 感染了
HPV病毒是否需要治疗呢？ 备孕期感染了HPV病毒是否能
继续备孕呢？ 孕期感染了HPV病毒孩子还能生吗？ 北京妇
产医院妇科医师黄虹就来为大家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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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焕：420111198407125032，
因你长期不在岗工作，根据公司
规章制度，公司现决定与你解除
劳动关系，请于 1 月 8 日前到公
司办理劳动合同解除手续

中建一局集团第五建筑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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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男， 身份证号： 1102221979�
0421181X。 你于2018年11月15日至今
未履行任何请假手续也未到岗上班， 已
经连续旷工44天。 单位通过电话、 挂号

信等方式均未联系到你本人。
根据《劳动合同法》 和企业相关规定， 企业将于
2018年12月31日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现通知自登
报5日内回原单位办理离职手续。 逾期未办， 后果
自负。 公交客一分公司五队 2018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