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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览

6月7日，郑州市皮肤病医院揭牌仪式在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举办，填补了郑州市没有公立的皮肤病
专科医院的空白。

郑州市皮肤病医院的前身是始建于1956年的郑州
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皮肤科，由著名皮肤病专家张褒
佳一手打造，在郑州市成立最早，作为郑州市首批重点
专科，拥有河南省最大的皮肤科医师团队。

随着科室医疗、科研、教学等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
挂牌成立郑州市皮肤病医院，对各类皮肤病从检查、诊
断、治疗、护理、保健等方面进行专业细分，实现专病专
治、精准治疗确保患者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同时也填

补了郑州市没有公立的皮肤病专科医院的空白。
揭牌仪式当天还举办了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皮肤科创始人张褒佳主任铜像揭幕仪式、“银杏-新视
野”2014皮肤科学新进展高峰论坛、知名专家义诊和疑
难病例会诊活动。

谈到医院的发展前景，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院长郝义彬信心十足，“我们计划用一两年的时间，开放
床位100张。针对银屑病患者较多的状况，将专门设立
银屑病病区。设立郑州市皮肤病研究学会，将皮肤病医
院建设成为临床、教学和科研多位一体的综合专科医
院”。

郑州市皮肤病医院挂牌

□杨振东

6月5日，台湾星创视界集团在中原地区开设的
第一家联合眼科——北京星创宝岛眼科门诊部郑州
市金水区河一门诊部联合门诊部在郑州开业应诊。

金水区河一门诊部是世界眼科基金会中国分会
河南省低视力康复中心、河南省残联低视力定点机
构、金水区低视力康复中心，致力于低视力康复诊
疗；星创宝岛眼科专注于视光学领域，提供从预防医
学、验配零售到诊断治疗的一站式服务，两大品牌联
合定位中高端，为患者提供眼部检查，近视、远视、散
光激光矫正，高端近视晶体植入，微创白内障，青少
年近视控制角膜塑形，后巩膜加固，低视力助视镜验
配，视网膜色素变性，斜视、弱视矫治，疑难眼病会
诊，低视力心理咨询，眼部微整形等服务。

台资眼科
“星创宝岛”落户郑州

□记者 林辉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泌尿科专家郭应禄教授联
合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健康时报》、泌尿行业领导品牌三金
牌三金片等多方共同发出设立泌尿健康日的倡议。

现代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由于工作的原因，不少人存
在久坐、憋尿、熬夜等习惯，导致尿路感染或慢性前列腺炎
等泌尿疾病，遭遇尿频、尿急、尿痛等排尿不适症状的围攻。

根据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五年来泌尿
疾病患病率上升了12%，在慢性病患病率的统计上排名第
六，仅次于高血压、糖尿病、类关节炎等疾病，患泌尿系统疾
病总人数超过3000万。相关统计还表明，中青年患者占泌

尿疾病患者人数的32.4%，泌尿疾病年轻化趋势明显。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众对泌尿系统疾病防治认识知
之甚少，甚至将泌尿疾病与性病混淆而羞于启齿，拖延治病
时机，造成病症加重甚至引发慢性肾炎、肾功能衰竭等疾
病。

针对公众泌尿健康的严峻状况，郭院士呼吁设立泌
尿健康日，以唤起公众对泌尿健康的重视，提高对泌尿
疾病的认知和科学防治水平。泌尿健康日，性质类似全
国爱耳日、全国爱眼日等，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包括健康
科普机构、医药企业、医药专业人士等，通过一系列泌尿
健康科普行动的集中发起，提醒公众重视泌尿健康，合
理防治泌尿疾病。

开展膳食营养监测
提高居民健康状况
□记者 林辉

居民们每天在吃些什么、怎么吃？对健康又有
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近日，郑州市金水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调
查，对辖区的柳林、国基路、东风路等三个办事处居
民的村庄和社区开展入户营养调查和健康状况监
测，进行现场膳食指导，并发放了限油壶、控盐罐和
控盐勺等健康指导工具。

线索提供 安鹏辉 谷杨

公众泌尿健康现状堪忧

院士倡议设立泌尿健康日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何世桢

留置在体内2年之久的静脉留置管竟然“长”在血管上
了，若强行拔出，可能会导致管子断裂而一部分留置在体
内，而采用传统外科切开剥离的方法也无功而返。6月7
日，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三病区在关怀敏
教授带领下，“另辟蹊径”运用“永久起搏器电极拔除技术”
成功，填补了我国微创介入拔除静脉置管的空白，为治疗类
似病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典范。

“永久起搏器电极拔除技术”是近两年才传入我国的一
项技术，是通过锁定钢丝或网篮导管，将牵拉力直接引至电
极导线的远端，经套迭式扩张鞘管分离出与血管和心脏内
粘连的电极和电极导线远段，使牵拉力能更加集中于电极

导线的远端，从而将起搏器电极取出。目前，国内仅有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开展该技术。

由于是将拔除起搏器电极的技术嫁接过来，肯定会遇
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与问题。关怀敏教授为此多次在三病区
组织讨论商议，考虑可能的风险与意外情况，同时请周围血
管科专家会诊商议，如果介入困难的话，也可以采取先剥离
一部分，然后再介入的方法。

6月7日，经过缜密的思维，周密的部署，心脏中心三病
区、周围血管科、麻醉科、导管室的医生护士以及技师共同
保驾下，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关怀敏教授以及心脏中心三
病区主任解金红共同为4岁的患儿实施介入手术，成功将
留置在患儿体内2年之久的中心静脉管拔除，并且避免了
再次切开。

“另辟蹊径”拔除“扎根”留置管

补钙有哪些误区？
来听听讲座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廉万营

6月14日上午9：30～11：00，河南省中医院将
在2号病房楼1楼会议室举办“补钙莫入误区”公益
健康讲座。河南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医师王勤俭
将告诉您如何正确补钙。

□记者 林辉 通讯员 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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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黄金旺铺招租一楼 200㎡
二楼 500㎡，办公培训出租 13
00㎡一楼西餐厅招租 500㎡
以上均含中央空调，无停车费

精装，价格面仪，地址：东风

路文化路 TEL13503822888
●黄河路门面房 15617642198
●二七广场商圈，西大街三中

旁 1500㎡临街旺铺；碧沙岗

商圈，建设路碧沙岗北门 25
2㎡、150㎡临街旺铺招租。

电话：郑 18639017800 张 18
790260808 范 15838204991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经开区第三大街繁华地段

院内简装办公房 800㎡；一

楼二楼各 400㎡可仓储办公

免停车物业费 13838297317
●纬五路第一小学大门口正上

方第二层 364㎡ 15890166728
●出租东风南路土地（水泥地

带办公室）10亩 15617729897
●港区冷库出租 13503862018
●英协郑汴东建材一楼门面

3500平整体招租18638682911
●北环路与园田路口西北角

270㎡门面招租 13603996057
●中原区十亩校园，出租、合

作、办厂均可 13837176826

●助剂厂经营中国地 11亩因

业主年龄大招租 13903847226
●文化路双铺路口科技市场对

面门面房一万平方米可分租

联系电话：15290878858
●十字路口底商一楼75平二楼

172 平不做餐饮 18939263532
200㎡场地招租
黄河滩客流大适合做特

色餐饮 13838321593
紫荆山商铺

黄金位临街 2000㎡整体招租

63814656、13526431659

房地产

●中州大道临街房出售，

价格面议 15937192397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出售科技市场附近234㎡商

业用房一套，电话 63556616

低价售门面房
农业路与南阳路临街 1、2 层
700㎡1.5万元/㎡13598094171
东区整栋出租
商都路临高铁站 7 万平方米

三栋楼，层高5.1米，适合金融、

商业、办公 15036001552
海南温泉房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墅、超低价3180元/㎡起，70年
产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紫荆山

路华林时代广场438室55972135
旺铺出售

农业路政七街附近 1351平方

一二层旺铺整体出售，成熟

商圈，耿先生 15617851861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写字间楼

●紫荆山兴达国贸精装写字

楼出租 13703860369
天龙大厦招租
电话：67978288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西四环 7000 平车间仓库

厂院出租 13703924607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寻求项目合作：我公司现有

工业、物流土地 30-200 亩位

于郑州中牟、经开区、港区

13938267879
●江山路 9800㎡13903718234

●港区60亩厂仓13693718566
●高新区新厂房 13283805187
●西四环五亩仓 13903719259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出租钢构厂房 15036166888
●中牟厂院出租 13253371686
●中原西路乔楼3万㎡厂仓招

租15538233131 15824826195
●出租厂房 1万平方大小 可

分割有生活办公区，107与北

四环向东 2公里 15503719101
●标准厂房7000㎡办公楼60间
土地手续齐交通方便水电齐

可分租电话：13137109538
●经开区南三环与四港联动

大道南200亩空地15713660700
●须水厂房出租 18638120682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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