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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阎河

本报焦作讯 日前，在焦
作市人民医院普外一区主任
赵永的大力支持下，该科主治
医师郭伟主刀，利用腹腔镜、
胆道镜双镜联合，成功为2例
胆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患者
实施了胆道微创手术，术后患
者恢复良好。据悉，加上之前
赵永和该科副主任李继东成
功实施的3例此类手术，从今
年3月份至今，该科已经成功
实施了5例双镜联合治疗胆
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手术，标
志着该科胆道微创治疗技术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需
求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患
者更加倾向于微创治疗。焦
作市人民医院普外一区为了
满足患者需求，积极提升临床
微创技术，先后利用腹腔镜开
展了多种微创治疗，并委派郭
伟去北京进修肝内外胆管结
石的微创治疗方法。之后，该
科又成立了肝胆专业治疗组，
努力开展科研攻关，利用外借
来的胆道镜，成功独立为3名
患者实施了双镜联合治疗胆
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手术。
前不久，在院领导的支持下，
该科购进了胆道镜，为今后的
微创手术提升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前不久，该科又收治了胆
囊结石合并胆管结石的患者，
经过肝胆专业治疗组详细讨
论，决定为患者实施双镜联合
微创手术。手术中，在李继东
及主治医师冯帆的协助及麻
醉科医护人员的配合下，由郭
伟主刀，在患者体内建立了人
工气腹，运用腹腔镜微创技
术，在腹腔镜下切除了胆囊。
这两例双镜取石手术很顺利，
均未出现胆漏及出血。

据赵永介绍，传统的胆囊
结石合并肝外胆管结石治疗
需要开腹进行，患者手术切口
长、住院时间长。而随着腹腔
镜、胆道镜技术的成熟和完
善，微创治疗肝内外胆管结石
的理念逐渐被广大医生和患
者所接受。其中，腹腔镜胆总
管探查技术由于腹腔镜有5~
10倍的放大效果，且视野良
好，使胆道缝合质量可接近显
微镜水平；胆道镜则能直接观
察胆道及胆管开口的通畅情
况和有无炎症、溃疡、结石，为
腹腔镜胆总管探查一期缝合
提供了可靠保证。不过，这种
手术难度大，对腹腔镜技术、
设备条件要求很高。此种手
术方式与经内镜逆行性胰胆
管造影术（ERCP）相比，具有
降低十二指肠反流、并发症发
生率低、创伤小、恢复快、大大
缩短住院时间等诸多优势。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李建强

本报焦作讯“每年到旅游旺
季，供电公司都会上门来帮助排
查用电隐患，还指导我们安全用
电，这服务真是没说的！”9月26

日，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
负责人对县供电公司上门服务的
员工由衷称赞。

国庆将至，为确保辖区云台
山、青龙峡、枫林峡等旅游风景区
安全供电，修武县供电公司制订

保电预案，安排人员假日值班，成
立线路、检修、配电、通信等20多
个应急小分队，24小时值班，时
刻保持与各景点保电值班人员和
应急小分队通信畅通，确保国庆
假期各景区用电无忧。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阎河

本报焦作讯 日前，焦作市人
民医院心胸外科接诊了一个胸部
外刺伤患者，在患者伤情基本稳
定的情况下，医生准确判断出患
者可能出现的严重伤情恶化，果
断采取措施，为患者开胸探查，找
出受伤位置，成功进行了缝合。
手术效果良好，术后患者恢复顺
利，生命体征基本平稳。

据了解，患者入院前3小时
被人刺伤胸部，在进行胸部CT
检查时发现，患者纵隔增宽，随后
被急诊转入市人民医院心胸外
科。患者入院时，生命体征基本
平稳，伤口周围未见明显积血肿
胀表现，仅有胸闷、胸痛等症状。
一般情况下，患者的这种状况很

多时候会被医生认定为伤情比较
稳定，可以考虑暂时观察后再定
期复查，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治疗
方案。胸外科值班医师王伟在对
患者病情进行快速询问并仔细查
看患者伤口状况之后，迅速判断
患者纵隔内有损伤的可能性很
大，病情随时可能出现变化，甚至
会危及生命。随后，医生立即与
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建议开胸探
查，并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该院心胸外科主任董晓龙、
医师周冬冬接到病房通知后，迅
速赶至医院，并马上联系了心脏
彩超室主任康素玲、医师姜月，为
患者进行了床旁心脏彩超检查。
检查发现，患者纵隔内血肿明显，
但心脏搏动情况尚可，亦未见活
动性出血部位。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还需要进行开胸探查手术？
经董晓龙、王伟、周冬冬快速协
商，为了患者生命安全，决定继续
手术探查。

探查结果验证了进行开胸探
查手术的正确。因为患者伤口位
于胸骨角左上方，斜向右下方进
入，可触及胸骨上有明显损伤。
再进一步打开胸腔清理胸腺部位
组织时，医生发现刺伤位置出现
了大量喷溅式出血。董晓龙、王
伟及时以手指确切按压出血部
位，迅速对此部位进行解剖显露，
并以主动脉阻断钳夹闭主动脉破
裂位置，快速准确缝合了破口。
最终，手术圆满成功，保证了患者
的生命安全。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谢长虹

本报焦作讯 为贯彻落实
《关于引进培育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团队）的意见》等“1+6”
人才政策，进一步提升人才服
务效率，优化服务环境，日前，
焦作市出台了《焦作市高层次
人才“一站式”服务暂行办
法》。

在服务方式方面，《办法》
规定在市及县（市、区）人才交
流中心设立高层次人才“一站
式”服务专窗，实现“一窗接
件、并联预审、集中反馈、专员
办理、统一建档”的方式提供
服务。按照属地原则，负责为
所属区域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协调办理相关手续和落实政
策。

“一站式”服务专窗和各
类用人单位配备服务专员。
高层次人才或用人单位服务
专员向“一站式”服务专窗提
出相关服务内容后，“一站式”
服务专窗服务专员及时开展

“一对一”服务。
在服务内容方面，主要包

括：高层次人才认定，发放高
层次人才“一卡通”，专项资金
预算、拨付，办理落户手续，人
才住房保障申请，配偶就业、

子女入学，医疗保健服务，居
留和出入境服务，国内、国
（境）外学历学位认证，高层次
人才登记申报及咨询国家、
省、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科
技研发平台、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技术合同认定等，工商登
记注册、税务登记等系列化服
务。

在组织保障方面，《办法》
明确规定，高层次人才“一站
式”服务工作由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负责统筹协调，重要
问题报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研
究解决。各职能部门按照

“1+6”人才政策和本办法规
定，明晰服务职责，制定相关
制度，细化服务内容，优化工
作流程，明确办理时限，确定
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保各项
优惠待遇落实到位。

同时，为经认定的高层次
人才发放“一卡通”。各类高
层次人才除在市“一站式”服
务专窗享受高效、快捷的服务
外，还可凭“一卡通”免费乘坐
公交、游览焦作辖区景点免收
门票、医疗保健由医院专职人
员全程服务就医、银行服务绿
色通道、机动车注册登记、驾
照申领审验、车辆年检快捷的
优质服务等。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常喜峰 于航

本报焦作讯 为认真贯彻落
实银监局“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要求，进一步加大金融知识宣传
教育力度，努力提升社会公众金
融素质和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
护水平，9月份，农行焦作分行在

全行组织开展了“金融知识进万
家”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开展以来，该分行
制作宣传折页3万份、易拉宝展
架315个、自助终端购买理财产
品提示贴230张、《金融消费者防
诈骗提示手册》900本、《大学生
金融知识手册》2000本，在网点
宣传、社区宣传、商圈宣传、校园

宣传等传统宣传方式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微信等传统
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全方位多角
度普及金融知识，营造立体化宣
传氛围，扩大了宣传普及工作覆
盖面，构建了多元化的金融知识
传播途径。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张琦

本报焦作讯 一群人借碰瓷
纠缠受害人，然后顺手偷走金首
饰。昨日，记者从焦作市公安局
解放派出所获悉，该所案件侦办
大队通过多种侦查手段，成功侦
破在焦作、郑州等地借碰瓷扒窃
金手镯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
名，侦破案件11起，涉案金额数
万元。

8月17日，焦作市解放区连

续发生两起借碰瓷与被害人肢体
接触之际扒窃金手镯案件。案件
发生后，解放派出所案件侦办大
队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三路展
开侦查工作。

专案组根据受害人的描述，
迅速还原了嫌疑人的作案手法，
初步判断是团伙流窜作案，同时
串并案件11起。

经回访受害人，民警发现案
发现场多位于城乡接合部或较为
偏僻的马路旁。专案组对已经串
并的案件进行缜密梳理，锁定3

名嫌疑人吴某、宋某和冯某均在
周口柴庄村附近出现。专案组立
即组织侦查员赶赴周口实施抓
捕，最终抓获4名犯罪嫌疑人，另
一名犯罪嫌疑人李某在逃。

经审讯，4名犯罪嫌疑人对
自2017年 6月份至今与李某结
伙流窜省内各地作案的事实供认
不讳，窃得黄金首饰均由宋某、吴
某二人销赃，所得赃款已挥霍一
空。

目前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修武供电公司采取措施确保国庆假期景区用电

好像是碰瓷 其实是扒窃

值班医生仔细查看
准确判断患者伤情
焦作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
成功为一名胸部受伤患者施行手术

提升微创技术 服务更多患者
焦作市人民医院普外一区胆道微创治疗技术效果良好

流窜作案多起 最终落入法网一站受理 一站办结

焦作为高层次人才
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农行焦作分行开展“金融知识进万家”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