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今年3·15大河维权又有
新“武器”——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12315记者团”登陆！多路记者变身
12315 接线员倾听百姓消费维权心
声。本次活动联合河南省市场监管
局、郑州市市场监管局、河南省消协共
同举办，活动发布首日多个维权投诉
渠道可谓“爆棚”。

大河报记者梳理发现，在首日报
料的消费纠纷有效线索中，直播带货、
电视购物成为“吐槽”热门，约占投诉
总量的三成左右，其次是电器类产品
如智能手机的消费纠纷。

郑州管城区张女士来电投诉：“我
通过直播带货购买了一套补水化妆
品，寄来的东西我用着竟然起了满脸
痘，这哪是美容产品，简直就是毁容产
品，和商家联系被各种‘不搭理’，真是
让人心烦极了。”

许昌高先生今年80多岁了，致电
记者称他看到电视购物说“免费领取
料理机”，就拨打了上面的电话，料理
机寄到手中厂家收取了98元的费用，
且实物和电视上宣传的差距较大。“收
费也没啥！最可恨的是机器仅仅用了
4次就不转圈了，致电厂家说免费更
换，但是后来又改口说要我再出50元

才给换，我就想问问这厂家无良，电视
平台难道就能逃脱责任吗？”

此外，衣物鞋帽、智能手机等日常
生活用品的投诉也不在少数。郑州金
水区莫先生买了部智能手机一年来始
终无法拍照，“好几个银行的APP不能
用”，联系手机厂家售后工程师“也承
认产品确实存在问题”，但是直到现在
他的手机依然无法更换。

因记者核实、采访消费者投诉需
要一定的时间，故上述案例均暂不公
布涉事品牌，待“12315记者团”调查
清楚后，将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案
例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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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 347150元，中奖
总金额为1566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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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50期

单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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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382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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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起，河南执行新版医保药品目录
119种调入药1/3多都是抗肿瘤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3月1日起，根据国家要
求，河南各个医院全面执行新版国家
医保药品目录。

“这次目录调整的最大特色是119
种药品被调入，29种药品被调出。”河
南省肿瘤医院药学部主任、总药师张文
周说，这119种药品里面，有1/3多都
是抗肿瘤药，而且都是原来比较贵的抗
肿瘤药，这次是大幅降价，进入医保目
录。

张文周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仑伐替
尼，这是一种治疗肝细胞癌的靶向药

物，原来都是纯自费，价格大概是
17000元，现在价格降到了3000多元，
而且，这三千多块钱进入到医保，进行
报销后，患者自费也就是一千元左右。

而在华中阜外医院内，现在纳入
医保新增的涉及有7个，而国家谈判
降价的药品有14个。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3月 1日零
点，各个医院已经对涉及的所有降价
的药品进行了价格调整，3月1日起所
有符合条件的患者都能开出这些降价
药品。

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试开诊
3月份门诊、急诊挂号费全免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3月1日早上8点，在郑
州市航海路与大学路交叉口东南角，
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开始试行开
诊。当天上午，来自北京儿童医院、河
南省儿童医院的近20名专家为孩子
们义诊。

据了解，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
（航海路），土地面积约64亩，建筑面积
约34983.4㎡，规划床位600张，为门
急诊齐全、多专业儿内科、儿童保健中

心、康复治疗中心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性
儿童专科医院。自此，河南省儿童医院
形成了“一院四区（郑东院区、东三街院
区、秦岭路西院区，南院区）”新格局。

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急诊医学
科主任宋春兰说，南院区开诊后，省儿
童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会轮流到南院
区坐诊，而为了更好地服务南区居民，
3月1日至3月31日，该院区急诊、门
诊的挂号费全免。

3月1日起
旅客乘坐进京列车要“二次安检”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孙煊哲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郑州站了解到，自3月1
日起至3月12日24时，各大车站对所
有乘坐进京列车的旅客实行“专区候
车、二次验证、二次安检及进京旅客核
酸检测证明查验”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前往北京的旅客
需要携带7日内医院提供的本人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另外，“二次安检”期
间，进京候车专区不可中转换乘。也

就是说，持联程票的旅客，到达车站之
后，需要先出站进行安检之后才能再
进站乘车，不可直接中转换乘，其他区
域旅客不受此影响。

铁路部门提醒，请出行旅客预留
足够的时间进站乘车，乘坐进京方向
列车的旅客至少要在开车前1至2小
时内到达车站安检候车，配合车站工
作人员做好二次安检、测温和核酸证
明查验工作，以免耽误行程。

河南首位冠脉扩张球囊降价受益者手术成功

医生救了一条命 患者省了近2万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魏浩 通讯员 田培

本报讯 自从冠脉支架大幅降价
之后，3月1日起，又一项惠民措施落
地——心梗患者使用的冠脉扩张球囊
也大幅降价，河南首位受益患者节省
费用近2万元。

3月1日凌晨，郑州市中心医院急
诊科接到一位胸痛患者，这位患者56
岁，平时在家，只要吃饱饭就会胸口疼。
这次晚上吃的有点多，晚上睡觉时突然
感觉胸部疼痛难忍，大汗淋漓，随即被
家人送往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急诊医师迅速为其检查，心电图
显示为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这种心梗发病急、致死率高，非常容
易出现心脏破裂。”医生称，必须争分
夺秒进行冠脉介入治疗，打通闭塞血
管！

胸痛中心立即启动绿色通道，急
行相关检查，介入二线值班主任医师
刘新叶和副主任医师王瑾，接到通知
后3分钟就抵达导管室，立即进行介
入手术！

在导管室，造影显示患者右冠近
段血管次全闭塞（几乎 99%全部闭
塞）。必须先恢复血流！刘新叶和王瑾
先用普通球囊将狭窄血管充分预扩

张，但效果欠佳；又用双导丝球囊切割
帮助血管恢复血流，最后施行右冠闭
塞病变药物球囊扩张成形术。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从患者抵达
医院到开通血管，用时仅34分钟！

术后造影显示，患者堵塞的血管
瞬间通畅，胸痛症状也明显好转。

这次手术，让患者和家人万万没
想到的是，手术使用的冠脉扩张球囊
的价格，竟然低得远超预期：按照降价
前价格，使用的普通扩张球囊和药物
扩张球囊，分别要支付3480元/个和
2.5万元/个，并且超出医保限价两万
后，多出来的钱，都需要患者自己支
付。

现在，患者仅需支付217元/个和
1.2万元/个，完全进入医保统筹报销。
医疗费省了近两万元，大大降低了患
者经济负担。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
是河南省首位享受冠脉扩张球囊降价
惠民政策的患者。郑州市中心医院副
院长赵智琛说，这次降价，冠脉扩张球
囊的质量并没有因为价格而受到影
响，生产厂家都是国内外的知名企业，
质量和原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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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端新闻·大河报
消费维权线索征集首日“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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