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焦作市鑫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烈士街

168号鑫诚颐园1号楼部分房产在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作抵押(详情电询)，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方联系。拟
抵押总建筑面积 2131.08 平方。（详见明细 1-1-101、1-1-
201、1-1-202、1-1-301、1-1-302、1-1-401、1-1-402、1-
1-501、1-1-502、1-1-601、1-1-602、1-1-701、1-1-801、
1-1-802、1-1-901、1-1-1001、1-1-1002）

联系电话：(0391)3598787
焦作市鑫诚置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8月14日

公 告
焦作市鑫诚置业有限公司位于焦作市解放区烈士街

168号鑫诚颐园2号楼部分房产在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作抵押(详情电询)，如有异议请及时与我方联系。拟
抵押总建筑面积 2276.25 平方。（详见明细 2-1-101、2-1-
201、2-1-202、2-1-301、2-1-302、2-1-401、2-1-402、2-
1-501、2-1-502、2-1-601、2-1-801、2-1-802、2-1-901、
2-1-1001、2-1-1002、2-2-201、2-2-301、2-2-401）

联系电话：（0391）3598787
焦作市鑫诚置业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2019年8月14日

欢 迎 您 定 期
参加无偿献血

相
关
链
接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市中心血站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8
15003911823
2856516 2856517

成分献血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人民路爱心献血屋（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修武火车站广场（采血车）

温县子夏公园南口（采血车）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武陟青少年宫门口）

沁阳音乐广场（采血车）

孟州新中医院门口（采血车）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6~15日
每月16~31日
周一至周五

每月1～15日
每月16～31日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7
18339102038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5003911823
18339102039
18339102039

全血献血

如果您距上次献血已满6个月，欢迎您持本人身份证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的参与！

普通的行为中，体现的是伟大的奉
献精神。每当周全战挽起衣袖准备献血
的时候，他的内心就充满了自豪感。“想
到自己捐出的血能救人，就感到无比的
光荣。”他说。

周全战居住在我市解放区，30 多
岁时就加入了无偿献血志愿者的队
伍。他说，那时候并没有多想，只是一
种发自内心的自愿、自觉行为。这些
年，他就这样默默无闻地把这件事坚
持了下去。

8月初的一天，记者在市东方红广场
爱心献血屋见到周全战时，他已做好了
登记、体检等准备工作，准备捐献血小
板。“工作人员提前和我预约，我早早就
赶来了。”他说，每次接到预约电话，他都
在规定的时间内赶到现场。

从30多岁到48岁，他当了10多年的
无偿献血志愿者。这些年，他感触较深的
是，我市无偿献血队伍越来越壮大，献血
环境也改善了很多。从刚开始时的爱心
献血车，到如今的爱心献血屋，他在奉献
爱心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志
愿者的关爱和尊重。“工作人员的服务态
度、技术水平都值得称赞，我们在温馨、
舒适的环境中作奉献，一切都那么和谐、
有爱。”他说。

当日的准备工作结束后，周全战躺
在采血床上，开始捐献血小板。他说，成
分献血的采血时间较长，和捐献全血一
样，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根据临
床治疗需要，血站会统一作出采血安排，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们奉献自己，帮助他
人。”他说。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文/图

周全战：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周全战

招 租
位于人民路中段报业·国贸楼上办公用房对

外招租。该房屋已装修，水、电、中央空调等齐

全，是现代化办公的理想场所。

位于山阳路报社家属院门面房两间，面积

150平方米。

有意租赁者请致电：（0391）8797661

13939170006

联系人：裴先生

交通温馨提示：G5512晋新高速（原郑

焦晋高速） K60+445-K106+000(平原新区

西站—焦作站)北半幅正在维修施工，部分

路段行驶缓慢，请郑州、新乡前往焦作方向

车辆合理规划线路。此路段施工将于8月底

结束。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

焦作市新时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公 告

养老一个人 解放一家人 幸福一群人
——入住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简况

占地47亩，
总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公园
式绿化面积2万
平方米，总床位
416 张，是由国
家和地方三级
政府投资兴建
的养老机构，是
焦作市重大民
生工程之一。项
目根据国家公
建民营政策，聘
请德国蕾娜范
养老集团运营。

聚此颐养天年聚此颐养天年
祝您幸福快乐祝您幸福快乐，，愿您松鹤延年愿您松鹤延年！！

公寓地址：市丰收路东段北侧西经大道2366号（新建）12路公交车终点站 咨询电话：（0391）3686822 17352518877

焦作蕾娜范
老年公寓

服务对象：高龄老
人、失智失能老人、需要
长期照护者等。

运营模式：医养结
合，医保定点。由主任医
师、副主任医师、康复理
疗师等 24 小时坐诊，并
与市人民医院开通医疗
绿色通道。

服务内容：日常生活
照料、膳食营养配餐、基
本医疗护理、康复训练、
文化娱乐、精神慰藉、临
终关怀等。

核心理念：以人为
本，灵活个性。

先进设施：德国自动
升降浴缸、自动消毒洗便
器、人体移位吊机等。

房间设备：空调、电
视机、衣柜、床头柜、淋浴
间、洗手间、德国五功能
床铺、SPC/PVC 防滑地
板、应急呼叫系统。设单
人间、双人间、三人间。

入住前需要通过二
甲以上医院体检，对老
年人的健康状况、生活
能力评估，评定入住老
人的照护等级，并按不
同的等级收取不同的护
理费用。

广
告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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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阎河）为进一步提高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临床带教能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日前，市人民医
院举办住培师资培训班，特邀新乡医学院靳瑞霞教授、衣
志爽教授前来授课。全院 150 多名住培带教老师参加培
训。

培训中，两位教授从课件设计、临床教学授课技巧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使参培人员获益匪浅。大家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多尝试新的方法，把自
己的临床经验更好地传授给学生们。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此次住培师资培训班是为
了做好住培整改工作，逐步加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
队伍建设，全面提高师资教学和管理水平，提升住培师资
岗位胜任力，参培人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切实掌握住培的
政策要求和带教方法，同时要相互促进、协同发展，进一
步提高临床教学水平，推动住培工作顺利开展。

为提高自身科研和教学水平，今后，该院科教科将会
针对实际情况，定期邀请高等院校及上级医院老师前来培
训讲学。

提高临床教学水平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市人民医院举办住培师资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昨日，
记者从市人民医院获悉，8 月 2
日，在由河南省肾脏病质量控制中
心、河南省 CRRT 联盟主办，河
南省人民医院承办的全省第一届

“百豫杯”CRRT竞技大赛总决赛
中，该院泌尿内科团队荣获三等
奖。在 8 月 8 日举行的焦作市健康
科普能力大赛决赛中，该院参赛选
手张琳娜在全市 34 名参赛选手中
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
是目前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手段，并
且随着此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

其临床使用价值已不再局限于肾脏
疾病治疗领域，而是通过各种杂交
血液净化治疗模式，应用于肝衰竭、
严重感染、中毒等非肾脏疾病领域，
有效地提高了危重患者的生存率。
本次大赛就是主办方为全省从事
CRRT工作的医护人员提供一个相
互切磋、同台竞技的平台。

此次比赛历时4个月，在该院

泌尿内科主任张有才、血液净化中
心护士长慕晓霞的带领下，泌尿内
科医生杨太星、蔡晓雯及透析中心
护士刘龙龙，经过与全省167家单
位、682 名医护人员的激烈竞争，
首轮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总决
赛。在总决赛中，他们又与 11 个
参赛团队同台竞技，最终获得三等
奖。

为进一步激发全市医务工作者
投身健康科普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为“健康焦作”建设储备科普
人才，今年7月初，焦作市健康科
普能力大赛正式启动。

大赛启动以来，各县（市）区
和市级医疗卫生单位分别举行了初
赛和选拔赛。经过层层筛选，分别
从各县（市）区和市人民医院、河

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市中医院、
市妇幼保健院、焦煤集团中央医
院、焦作同仁医院选拔出 34 名优
秀选手参加市级决赛。

比赛中，该院选手张琳娜结
合 PPT，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权
威专业的健康科普知识传播给公
众，使枯燥的医学常识变得简单、
有趣，同时对一些被误解的医学常
识进行辟谣，并提供正确的防病治
病知识，让人印象深刻。最终，
张琳娜获得一等奖，市人民医院
荣获优秀组织奖。据悉，张琳娜
将代表我市参加河南省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

市人民医院在省市级比赛中获多项殊荣

本报讯（记者孙阎河）日前，市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
会四届四次学术年会在市人民医院召开。

会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李宁东教授
向与会人员作了题为《DVD的特点与处理》的演讲。李
宁东为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NEI/NIH博士后以及约翰霍
普金斯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威尔玛眼科研究所高
级访问学者，2007年至2010年在美国国立眼科研究所从
事遗传眼病的研究，2015年作为高级人才引进至北京儿
童医院眼科。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
员、主任医师万光明教授作了题为 《PDR 合并 DME 治
疗趋势》的演讲。万光明从事眼科临床工作20多年，具
有丰富系统的专业知识及临床经验，为 《眼科新进展》
杂志编委、硕士生导师。河南省立眼科医院眼整形专业
组负责人、眼科所临床副主任张黎教授作了题为《上睑
下垂并发症的处理》 的演讲。张黎从事眼科医疗、教
学、科研工作10余年，对各类上睑下垂、眼睑退缩、小
睑裂综合征、眼睑肿瘤、眼睑缺损等疾病的诊断及手术治
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的金学民教
授作了题为《SS-OCT研发与临床应用》的演讲。市人民
医院眼科副主任许超作了题为《DME治疗的过去现在及
将来》的演讲。另外，会上还设立了提问环节，受到与会
人员的欢迎。

市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
在市人民医院召开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今年3月以来，市第五人民医
院外二科医护人员放弃休息日，配
合国内知名专家为上百名下肢静脉
曲张患者实施射频消融术，他们这
种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态度不仅
赢得社会各界的好评，还得到省慈
善总会的认可。

引入新技术治顽疾
下肢静脉曲张是一种常见病，

单纯大隐静脉曲张开始阶段无明显
症状，感觉敏感的人可有酸胀、疼
痛等不适感。随着病情的发展，患
者的下肢特别是小腿静脉重度扩
张、隆起、弯曲，站立时更明显，
严重时小腿皮肤出现萎缩、色素沉
着、脱屑、皮肤瘙痒等症状，经久
不愈。下肢静脉曲张还会导致患者
出现肺栓塞、心肌梗死等并发症。

作为一名医生，该科主任葛志
江深知这种疾病的潜在危险，在治
疗方面，静脉剥脱术或保守治疗的
费用都比较高，效果也不尽人意，
这也成为困扰葛志江的难题。

今年年初，葛志江在参加国内
顶级射频消融技术学术会议时结识
了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介入科主
任余海彬。余海彬带领自己的科研
团队，将射频消融技术运用到下肢

静脉曲张的治疗中，上千名患者术
后反应都非常好。

葛志江在与余海彬交流时了解
到，射频消融术是迄今发展迅速、
临床应用广泛的新技术。该技术不
仅可以用于心脏病、肿瘤、妇科、
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的治疗，还可
以用于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

这一消息让葛志江特别兴奋，
困扰他多年的问题有了解决办法。
回到医院后，他立即向党委书记、
院长常红专汇报，希望引进射频消
融技术用于治疗下肢静脉曲张。他
的想法得到了常红专的支持，医院
领导带队到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对接，两家医院达成医联体合作协
议，联合开展射频消融术，让广大
患者不用出市就能得到省级专家的
治疗。同时，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还肩负起培养基层医院技术人才
的重任。

从3月份至今，余海彬放弃休
息日，每个周六都会到该科坐诊，
为患者检查、手术，风雨无阻。余海
彬坐诊期间，外二科医护人员积极
配合专家，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检查全面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8 月 10 日 8 时，余海彬准时出

现在外二科病房。等待检查的十几
名患者看到余海彬后都站了起来，
围住他各说各的病情。

面对这样的情形，余海彬早已
习惯。他笑着说：“大家不要着
急，一个一个来，今天来就是给大
家看病的，谁也不会落下。”

做完准备工作，余海彬开始为
患者检查。第一个进入诊室的患者
是一位老人。这位老人的两条小腿
上全是筋疙瘩，颜色偏暗红色。余
海彬用B超为老人检查时，老人就
讲起自己的患病经过。他说，以前
家里穷，有病就扛着，腿上的筋疙
瘩都好几十年了，开始时啥都不影
响，这两年腿开始肿了，皮肤上还
出了许多痘痘，得知省里的专家在
该科坐诊，就急忙赶了过来。

余海彬一边听老人说话，一边
盯着显示屏，看患者大隐静脉和股
静脉的变化，经过反复检查，确定
老人的病是大隐静脉病变导致的。
确诊后，余海彬用记号笔在患者的
大腿部做了记号，又将小腿上发生
迂曲的静脉圈起来。做完这些后，
他建议老人通过手术治疗彻底治愈
疾病。

余海彬为每一位患者作检查
时，都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病情，认
真看仪器上的指数，然后为患者制
订治疗方案。11时，所有患者都作完
了检查，当天还有3台手术等着他。

外二科医生吴保江是余海彬的
助手。他说，余海彬在教学的时候

反复告诫医生，为患者检查时一定
要细致再细致，只有全面掌握患者
的情况后，上了手术台才能做到心
中有数，减少手术时间和患者的痛
苦。目前，患者单腿手术的时间最
少 20 分钟，情况复杂的需要 40 分
钟左右。

从 11 时 30 分进入手术室，到
16 时 30 分出手术室，这期间余海
彬没有吃饭，连水都没有喝。

余海彬和外二科医护人员为了
救治患者放弃休息日，他们这种甘
于奉献，一切为了患者的牺牲精神
得到了患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今
年 7 月，经过河南省慈善总会认
证，该院成为河南省慈善总会下肢
静脉曲张焦作市定点救助医院。在
该院实施手术的下肢静脉曲张患
者，只要是符合救助条件，可获得
最高3000元的救助金。

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市第五人民医院外二科开展射频消融术侧记

余海彬（右）在为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做手术。
本报记者 王梦梦 实习生 冯周德铭 摄

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焦国土网挂【2019】8号

经焦作市人民政府批准，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
出让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宗地基本情况：

按照《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焦政
【2016】11号）规定，JGT2019-17、JGT2019-18号宗地不再配建公共租赁住房。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但欠缴土地出让金、闲置土地、囤地炒地以及不
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存在土地其他违法违规现象的法人、自然人
和其他组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有行贿犯罪记录的不得申请竞买）。申请人可
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通过焦作市自然资源
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
均可参加网上挂牌出让活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仅限于网上竞价，按照价高
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为无底价挂牌。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焦作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采矿权网上挂牌出让管理办法》《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有意竞买者可登录焦作市自然
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zyjy.jzgtzy.gov.cn）查询。凡是办理数字证书的申请
人可于2019年9月10日17时前，在网上浏览或下载出让文件，并按上述文件
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申购时间为2019年9月3日8
时至2019年9月10日17时止，报价时间为：

JGT2019-2号：2019年9月3日8时起至2019年9月12日9时止；
JGT2019-17号：2019年9月3日8时起至2019年9月12日10时止；
JGT2019-18号：2019年9月3日8时起至2019年9月12日16时止；
六、申请人应当在挂牌报名截止前登录焦作市自然资源网上交易系统，

并在系统上提交竞买申请并支付保证金。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
10日17时。挂牌报价时间截止时，经系统询问，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系统自动进入网上限时竞价程序，通过竞价确定竞得人。

七、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
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391）8786228 王女士（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391）3568876 岳先生（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0391）8786299 郭先生（焦作市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89号阳光大厦B座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391）8786299 联系人：徐女士
数字证书办理地址：焦作市焦东南路3188号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A402室
八、本公告同时在其他网上发布，查询网址为：
中国土地市场网（www.landchina.com）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www.jzgtzy.gov.cn）
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www.jzggzy.cn）
九、本次挂牌出让情况如有变动，以中国土地市场网、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焦作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焦作日报上发布的变更公告为准。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4日

宗地
编号

JGT2019-2
号

JGT2019-17
号

JGT2019-18
号

备注

土地座落

马村区待九路东
侧、建设路南侧

山阳区新丰一街
西侧、摩登街南侧

山阳区长恩路西
侧、远华府邸小区

东侧

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用地面积的5%。

出让面积
（亩）

80000平方米（合
120亩）

25816平方米（合
38.72亩）

16601平方米（合
24.9亩）

土地用
途

工业

住宅

住宅

使用
年限

50

70

70

容积率

＞1.2

≤2.5

≤2.5

建筑
密度

系数（%）

＞60

≤20

≤30

绿地率
（%）

≤20

≥35

≥35

起挂价
（万元）

1971

18431

11812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971

9216

5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