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9月26日10时

至9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
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淘宝网）上（法院主页
网 址 ：https://sf.taobao.com/0391/13？ spm=a213w.3065169.
courtList.871.I9CLPB）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拍品名称：
河南伟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土地、房产
起拍价：41712288 元，保证金：2500000 元，增价幅度：

50000元。
自2019年9月9日10时起至9月25日16时止（工作日）

之前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委

托的司法拍卖辅助机构：焦作市随昕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该公司负责标的物咨询及看样预约服务。联系电话：
400-960-8281，或登录淘宝网查询。

★特别提醒：该标的物不包括门岗1个、车棚1个、地面
硬化（厂区主干道）1条、变压器2台、地面绿化、电线杆及线
路28米、假山水池1个、设备75台。标的物欠缴税款若干，
具体情况请详询税务机关。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
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
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咨询电话：（0391）3387266 联系人：李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招租公告
现有位于中站区龙翔办事处附近的培训场所 （龙泉

山庄附近） 因故闲置，拟对外出租，该培训场所拥有四

层住宿楼一座、独立餐厅和培训教室两层楼一座，总建

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约60个标间，每次可接待120余

人，可用于开展会议、培训、接待旅游团队等用途。该

中心位置交通便利、环境适宜，水电及附属设施齐全，

租赁期限与租金面议，有意者请联系李先生，联系电

话：15839161558。

焦作市总工会
2019年9月10日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10月12日10时至10

月13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阿里
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淘宝网） 上 （法院主页网址：https://sf.
taobao.com/0391/13？ spm=a213w.3065169.courtList.871.I9CLPB）进
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拍品名称：
一、焦作市东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县新东未来

城的地下停车位及储藏间（详见淘宝网拍卖清单）
自2019年9月11日10时起至10月11日16时止 （工作日） 之

前接受咨询，有意者请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司法
拍卖辅助机构：焦作市随昕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系，该公司负
责标的物咨询及看样预约服务。联系电话：400-960-8281，或登
录淘宝网查询。

★特别提醒：1.本次拍卖的标的物未办理竣工决算和预售手

续，无法办理相关产权登记手续。2.在满足相关产权登记条件时，
办理产权登记手续需要双方全部完税，如果被执行人焦作市东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法完税，则需要由买受人自行协调解决并
承担风险。3.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上设有抵押权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4. 1区49号、1区50号车位被其他车位包裹其中，无独
立进出通道 （详见地下车位平面图），其起拍价为其他车位的
50%，买受人若购买这两个车位，则还需购买1区36号、1区37号
车位，实际情况需买受人自行到实地查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风
险，特此告知。本次拍卖的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
拍卖标的物的瑕疵保证责任。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并到相关部
门查询核实，竞买人的竞买行为视为对全部拍卖标的实物现状的
确认，责任和引起的后果自负。

咨询电话：（0391）3386455 联系人：李法官
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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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29岁的周腾飞在妻子的陪伴
下，实现了埋藏在心底许久的愿望。“今
天正式成为一名无偿献血志愿者，完成
了一个心愿，心情非常激动，内心充满
了自豪感。”当天，在市东方红广场爱心
献血屋首次捐献400毫升鲜血的周腾飞
说。

记者见到周腾飞时，他正在进行无
偿献血前的登记、体检。“我父亲是一名
无偿献血志愿者，有过多次无偿献血经
历，他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周腾飞说。
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无偿献血志愿

者，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近年来，尽快
实现这个愿望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他从
多方面了解无偿献血的相关知识，时刻
作着准备。

周腾飞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支
持。这段时间以来，妻子用实际行动默
默鼓励他、支持他。为了帮丈夫实现愿
望，让丈夫捐献出合格的血液，她每天
陪着丈夫锻炼身体，为他合理搭配饮
食，还督促他戒烟、戒酒，养成健康的生
活习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周腾飞的
身体各项指标都达到了最佳状态，这
时，妻子又提出了陪着他来献血的想
法。

“感谢家人的鼓励，感谢妻子的支
持。”周腾飞说。很快，周腾飞完成了体
检，进入采血室，他毫不犹豫伸出了胳
膊，并对妻子做出了胜利的手势。看着
鲜红的血液流入储血袋，周腾飞妻子的
心情也无比激动。

周腾飞说，自己还不到30岁，参与
无偿献血的时间还有很长。以后，他会
更加积极地锻炼身体，把无偿献血这件
好事坚持做下去，用实际行动去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为社会奉献出更多爱
心。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文/图

周腾飞：妻子陪着来献血

周腾飞

公 告
根据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

力的（2015）山民二初字第00773号民事调解书，依法将

被执行人程燕华所有的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塔北

路723号亿城翰林雅筑2号商住楼46号房产予以拍卖，

具体事项请登录淘宝司法拍卖网。

联系电话：19839122107 王法官

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

201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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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2019庆双节联欢会在
三楼多功能厅举行，入住老人与家人、工作人员一起联
欢，拍下了一张张“全家福”。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院长顾
乐乐为老人送上节日的祝福，解放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为
老人带来了精彩的节目。

去年，我市与德国蕾娜范养老集团联合创办的焦作蕾
娜范老年公寓正式营业，优越的硬件设施、规范的管理制
度、贴心的服务措施，吸引很多老人前来考察、入住。如
何为老人提供更贴心的服务，让老人在节日期间感受到家
庭的温暖，是蕾娜范人一直思考的问题。中秋、国庆双节
临近，公寓精心策划了一场联欢活动，邀请入住老人的家
人前来参加，共同庆祝节日。

“公寓为我们考虑得很周到，大家能聚在一起过节，我
们很高兴。”86岁的王爷爷说，他和老伴都住在焦作蕾娜
范老年公寓，入住4个月来，对公寓的环境、管理、服务
都十分满意。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老人参加联欢活动，工
作人员提前布置好会场，准备好水果、点心，把老人从房
间推出来安顿好。提前到会场的老人们坐在一起聊天、品
尝点心，现场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14 时 30 分，联欢会准时开始。独唱、舞蹈、器乐演
奏、模特表演……精彩的节目让老人们喜笑颜开。其中，
舞蹈《喜乐年华》是由入住老人吴阿姨和工作人员共同表
演。随着欢快的旋律，吴阿姨跳出了晚年生活的精彩，赢

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吴阿姨的性格十分开朗，特别喜
欢跳舞，这个节目就是她教给我们的。”一名工作人员说。

短暂的欢聚时刻，工作人员用相机定格了老人们幸福
的笑容，记录了老人们和家人的美好时光。记者了解到，
工作人员准备把这些照片做成相册，送给老人。“为丰富老
人的生活，焦作蕾娜范老年公寓还将为老人搭建更多交流
平台，为老人带来心理上的慰藉。”顾乐乐说。

下图为联欢会现场。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文/图

瞧，这些老人在蕾娜范的幸福时光

本报讯（记者朱传胜） 9月6日至8日，第五届中国栓塞
介入治疗大会暨第二届中国肿瘤物理消融治疗学术大会在天
津市召开。在会议期间举办的胸部肿瘤经皮穿刺活检规范化
病例全国决赛中，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CT室青年医生崔园
春凭借不俗的表现，获得三等奖。

此次比赛由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介入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整个大赛分为视频展示、病例汇报和专家提问3个环节。作为
我省唯一进入决赛的医生代表，崔园春从视频展示的完整性
到优秀的现场表现，均获得了在座点评专家的一致好评。尤
其是在最后的专家提问环节，她镇定自若、思维清晰，流畅
地回答了专家提出的相关问题，展示了该院新生代优秀员工
的风采。

对于早期肺癌，影像学上仅表现为小结节，很难定性诊
断。经皮穿刺活检是实现精准诊断的重要手段，可以进一
步降低误诊、漏诊的概率，对于后续治疗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不过，穿刺活检是一项有创操作，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操作者的经验和能力，如操作不当容易引起气胸和
咯血等并发症，对患者的选择也有明确的适应症，更需要
医生注意鉴别。此次大赛不仅进一步规范和提高我国医生
胸部肿瘤经皮穿刺活检的技术水平，还对推进我国肺部肿
瘤诊断及精准治疗水平、改善肺癌治疗效果及预后有着重
要意义。该院青年医生在全国大赛中获奖，从一个侧面也
反映了该院在这个领域具有强大的技术实力。

该院CT室主任赵庆表示，CT室常规开展的CT引导下介
入诊疗项目，如全身各部位穿刺活检、肺结节导丝定位、经
皮穿刺脓肿引流、囊肿硬化治疗等，为青年医生迅速成长提
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河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青年医生在全国比赛中获佳绩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影报道

为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9 月 10
日，市人民医院举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9 年度开班典礼暨培育导师拜师仪
式。仪式上，135名2018级住培学员向培
育导师拜师，多名优秀住培带教老师受到
表彰。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国家培养合格
住院医师的必由之路，也是医学临床专家
形成过程的关键所在。市人民医院作为全
省首批被中国医师协会认定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自 2014 年以来共招录住
培学员513人，目前已结业184人，在院
住培学员329人。

近年来，市人民医院高度重视住院医
师培训基地建设，通过加大投入力度，改
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建设，提升办学水
平；创新教学模式，提高学员能力等措
施，倾力打造全省一流住培基地，使住培
学员的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达到87%，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并因此荣获2018年度河
南省卫生健康科技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称
号，受到上级部门的一致好评。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有一种痛被称为“天下第一
痛”，这种痛就是三叉神经痛。那
么，三叉神经痛可以根治吗？市
第五人民医院外五科主任石亚伟
说，三叉神经痛是最常见的脑神
经疾病，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
布区内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剧烈疼
痛为主要表现，临床上很容易和
头疼、牙疼混淆，这种疾病可通
过射频热凝术根治。

不言放弃 勇攀高峰
以前，三叉神经痛因没有很

好的治疗方法，被列入疑难杂症
范畴。现任河南省脑血管病外科
专业委员、焦作市神经外科专业副
主任委员、焦作市脑神经电生理专
业副主任委员的石亚伟从来没有
放弃过对这种疾病的研究，他坚
信任何疾病都有治疗的方法，只
是人们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因。

为了提高科室的整体医疗水
平，石亚伟带领科室医生到山
东、广东、天津等地的医院参观

学习，并结合自身优势，大力发
展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技
术。通过不断钻研，该科的立体
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技术在我
市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经过近3年的研究，石亚伟带
领他的团队终于找到了治疗三叉
神经痛的方法。2016 年，这项科
研成果《3D-CT引导下经皮卵圆
孔穿刺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热凝
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相关性研
究》 获得焦作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2017年以来，石亚伟为200多
名三叉神经痛患者实施了温控射
频热凝术。石亚伟说，经过2年的
随访，患者均反映术后效果良
好，没有再发生疼痛。

“医生的责任就是解除患者的
病痛，看到患者不再被疾病折
磨，我感觉自己的工作很有意
义。”石亚伟说。

准确诊断 精准治疗
石亚伟说，三叉神经痛是神

经科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不同
体质的患者感受到的疼痛不一
样，具体分为刀割样疼痛、电击

样疼痛、火烧样疼痛、撕裂样疼
痛。三叉神经痛好发于40岁到70
岁之间，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

石亚伟介绍，临床上，一些
初发疾病的患者会认为是牙齿出
现问题，往往会去口腔科治疗。其
实，牙疼和三叉神经痛是不一样
的。牙疼往往是由牙龈炎、牙周炎、
龋齿或者是阻生齿引起的疼痛，表
现为钝痛和跳痛，通过治疗这种疼
痛很快就会消失。有的三叉神经痛
患者也会被误诊为偏头痛。偏头痛
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疼痛，口
服止疼药症状就会缓解。

石亚伟说，三叉神经痛的“扳
机点”也被称为“触发点”，轻触这
个敏感的“扳机点”，立即就能引起
发作性疼痛，这些“扳机点”的位置
分别位于上下唇、鼻翼、齿龈、口
角、舌头、眉部等区域。对于三叉神
经痛患者而言，洗脸、刷牙、说话、
吃饭，甚至走路都可以诱发剧烈的
疼痛，给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
伤害。

“只有对患者进行明确诊断，
医生才能给予对症治疗。”石亚伟

说，“三叉神经痛患者首先选择的
是药物治疗，虽然可以缓解部分
患者的症状，但不能根治。选择
药物治疗的患者，会出现用药副
作用。因此，很多患者放弃药物
治疗而选择微创手术治疗。”

石亚伟说，射频热凝术就是一

种微创手术。医生在CT 下操作射
频治疗仪，通过温度使神经的传导
发生中断，使神经发生损害。病变
部位的感觉神经以及神经传导发
生障碍后，患者的疼痛感消失，同
时病变部位的运动神经功能又可
以保留，不会造成其他并发症。

潜心研究为患者解除病痛
——访市第五人民医院外五科主任石亚伟

石亚伟在给患者作检查。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

市人民医院举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9年度开班典礼暨培育导师拜师仪式

⬆市人民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019年度开班典礼暨培育导师拜师仪式现
场。

⬅2018级住培学员向培育导师拜师，导师向学员发放培育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