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信赖的食品安全县（区）候选名单

参与方式

关注《28号》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河南
食品”菜单进入或直接登录：

http://sp40.zgtop10.cn

大众支持时间：
1月23日（星期三）00：00开始
1月26日（星期六）18：00结束
活动咨询电话：13523080101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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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王永利

116 何昕

十大影响力品牌候选名单

编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单位名称
河南爱厨植物油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粮食集团多福多食品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世通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花花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食品营销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河南绿达山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天明民权葡萄酒有限公司
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鑫苑油脂有限公司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酒业有限公司

编号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单位名称

仲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新郑市君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鹤现代农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市健国怀药有限公司

贾湖酒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啤酒（洛阳）有限公司

洛阳正大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百味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春都食品有限公司

坚持技术创新
勇攀医学高峰

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建立伊
始，致力于做河南省乃至全国最优质
的专科医院，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率先开展了3D打印技术、术中神
经电生理监测、术中超声监测、术中保
温、无痛病房等一系列的先进理念和
技术，保证了脊柱外科手术的安全性。

郑州市骨科医院业务副院长、郑
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院长、脊柱外科
学术带头人梅伟教授主持设计的颈椎
后路手术头架，解决了颈椎后路手术
中体位及操作的困难，并带有独特的
术中牵引装置，该设备具有设计简单
巧妙、安装操作灵活方便、价格低廉、
提供手术视野充分、有利于手术操作
等优点，受到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
髓损伤专业委员会前主任委员、《中国
脊柱脊髓杂志》前主编张光铂教授的
高度评价，已获得国家专利，并制造出
产品在众多医院推广使用。该项目获
得 2004 年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另一项他主持研究的“早期分型手术
治疗 Hangman 骨折的临床研究”项
目，在 Hangman 骨折的手术分型和
手术治疗中有重要指导作用，于 2008
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胸椎黄韧带骨化临床症状重，手
术风险大，术后瘫痪率高，而传统手术
并发症较多。医院在梅伟教授的带领
下，提出了“分区椎板切除理论”，提高
了手术安全，受到业界的肯定，目前研
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华骨科杂志》。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的发生
率逐年增高。创伤后椎体迟发性骨坏
死（Kümmell 病），后期治疗较为棘
手，医院首次提出“经椎弓根打压植骨
治疗 III期 Kümmell病”，取得良好的
临床疗效，研究成果已发表在《中国脊
柱脊髓杂志》。

医院重视技术交流，不断引进先
进设备和技术。2012年医院引进的河
南省首台史赛克三维导航设备投入使
用，填补了河南三维导航技术在省内开
展的空白。在河南省率先开展了显微
镜下脊柱手术、前后路联合手术治疗难
复性寰枢椎脱位、全脊椎切除治疗脊柱

恶性肿瘤、后路半椎体切除结合椎弓根
钉棒系统矫正先天性脊柱侧、后凸畸
形、一期前后路联合病灶清除植骨内固
定治疗脊柱结核等技术。均取得了良
好的疗效，并受到患者的肯定。

中华医学会前任主任委员、北京
积水潭医院院长田伟在视察医院时就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示：郑州市脊
柱脊髓病医院的成立，定能惠及中原
大地及全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
更专业的脊柱诊疗服务。

温暖患者心田
挺起患者脊梁

脊柱疾病多为高龄患者，医院采
用多科协作，保证了患者的手术安全，
近日，已为多位 90岁高龄患者施行了
腰椎手术。

“医乃仁术技为先，技不如仙者不
可为医”。2018年1月12日，新郑市乡
村小学孟老师，在当地医院做腰椎手术
后出现高烧、剧烈腰痛，起床翻身都很
困难，辗转多家医院，要么是不敢收治，
要么是治疗没效果，慕名来到郑州市脊
柱脊髓病医院。梅伟教授十分重视，仔
细阅片、详细询问病史后，给出了具体
的治疗方案，稳定了病情，随后为其进
行了两次手术治疗，术后孟老师恢复良
好，康复出院，重回熟悉讲台的孟老师，
亲自书写了“神医”牌匾，赠予医院。

培训引进并举
打造一流医院

近年来，医院采取送出去、请进来
的方法，引进先进技术、优秀人才。在
多年的人才建设扎实培养下，已形成
了坚固的人才梯队。

于 2015 年引进了以国际知名脊
柱脊髓创伤专家、世界顶级医院——
美国华盛顿大学附属港景医院脊柱外
科中心张方迤教授领衔的团队，开启
了郑州市脊柱外科高水平发展的光明
前景。三年来，双方多次进行深度合

作，外派人员学习，并每年邀请该团队
到院教学、查房、手术及交流。2017
年 10月，医院举办了第二届中美脊柱
论坛暨第四期胸腰椎骨折治疗新进展
学术会议，邀请了国际顶级专家进行
了学术交流。2018年 8月、9月、10月
脊柱外科连续举办三期中美脊柱外科
论坛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班，张方
迤教授领衔带来了脊柱外科、神经外
科、麻醉科、神经电生理方面的顶级专
家进行学术交流，提高了我省脊柱脊
髓疾病的诊治水平，扩大了该学科影
响力。

优化人才梯队
共筑学科发展

梅伟教授是国内脊柱外科的知名
专家，这些年，他致力于医院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
度，加强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提高
科研创新能力。

“筑巢引凤”，不断请国际一流专家
“走进来”，聘请国际、国内著名脊柱外
科专家为客座教授。脊柱外科作为河
南省医学重点专科，拥有郑州市骨科医
院脊柱外科重点实验室、河南省骨关节
疾病防治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博士后研
发基地、郑州市科技创新团队等科技创
新平台。近年来，多名医护人员代表医
院参加国际和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并做
汇报演讲。2017年作为主办方举办了

“第四届华夏脊柱论坛暨第八届河南省
脊柱外科新进展学术会议”。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邱贵兴教授到医
院进行学术交流时表示：“郑州市骨科
医院走到了全国前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五
年来，医院在梅伟的带领下，获得省市
科技成果奖 20余项，其中省二等奖 6
项；著书8部；在SCI、中华等核心期刊
杂志上发表论文120余篇。

梅伟教授是国际华人脊柱学会理
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脊柱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脊柱脊髓损

伤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学会骨科学
分会副主任委员、脊柱学组副组长等，
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2次。率
先在河南省开展了多项高难度脊柱手
术。

倾心公益事业
助推基层发展

2016年，医院牵头成立骨科医联
体，提升了医联体内基层医院骨科诊
疗水平，定期到基层医院查房、坐诊、
带教和会诊，积极开展骨科特色适宜
技术推广和应用。基于骨科医联体的
远程会诊平台也已投入运行，已有 67
所协作医院纳入远程会诊合作框架，
每周三为脊柱专业远程会诊，充分实
现了医联体内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切实惠及了基层骨病患者。通过远程
会诊系统，患者不出家门便可让省级
骨科专家“面对面”会诊。

医院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公
益活动，积极开展“中国梦·脊梁柱工
程”救助项目、红会下乡和义诊、健康
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队送医送药等系
列活动，用实际行动为弘扬慈善文化、
传递正能量，贡献自己的力量。2017
年，医院与郑州慈善总会合作成立了

“郑骨·爱您入骨”100 万元慈善救助
基金，为贫困患者设立了绿色通道，贫
困户患者住院不需要交押金，并在正
常报销比例前提下多报销 10%，极大
地解决了就医难题。

质量就是生命，目前，医院不断发
展优质护理服务，利用 6s管理、品管
圈管理工具持续改进护理服务质量，
医院推出无陪护病房，解决了患者家
属的后顾之忧。

郑州市骨科医院院长张业龙表
示：“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就是医院发
展的方向，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将
创新服务，努力追赶超越，进一步提升
医疗、科研、技术水平，更好地服务于
人民群众，满足广大脊柱脊髓病患者
的就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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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 “脊”往开来
——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发展纪实□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闫洧涛 苏楷

郑州市骨科医院始建于

1952年,近年来，在医院党委的

领导下，大力发展核心品牌技

术，专科技术日趋成熟，建立了

以创伤、脊柱、关节、小儿骨科为

龙头的发展方向，确立中原地区

骨科区域诊疗中心的思路。

2014年 6月，郑州市脊柱

脊髓病医院，经郑州市卫计委

批准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国内

首家以脊柱脊髓病医院命名的

专科医院，也是根据患者需求

建立的该院第一个“院中院”。

郑州市脊柱脊髓病医院是在原

脊柱专业临床科室的基础上建

成的，其前身为矫形科、脊柱

科，成立于 1957 年，是河南省

最早成立的脊柱外科专科。历

经60余年的建设，现已发展成

为集教学、科研及临床诊治于一

体的重点临床科室，开放床位

320张，是河南省内规模最大的

脊柱外科专科病房。目前拥有

医护人员180余名，其中高级职

称33人，博士6名，硕士24名，

可谓“基业”雄厚。年门诊量 6

万余人次，年收治住院病人

8000 人次，年开展脊柱手术

5000 余台，均位列河南省前

列。脊柱脊髓病医院的成立和

投入使用在郑州市骨科医院建

设和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具有

里程碑的意义，为我省该领域发

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编号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县（区）名称
马寨产业集聚区
开封市鼓楼区
长葛市
叶县
永城市
民权县
巩义市
汝州市
汝阳县
汤阴县产业集聚区
许昌市建安区
南乐县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
洛宁县
浚县产业集聚区
遂平县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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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企业名称

三门峡天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葛紫米食业有限公司

民权县东方超市有限公司

民权县会玲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诚康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市燕当家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麦尚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香雪儿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三源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心悠然酒业有限公司

河南沐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尚品食品有限公司

编号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企业名称

河南省家家宜米业有限公司

河南洛龄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河南蜜乐源养蜂专业合作社

洛阳龙翼钙佳佳科技有限公司

洛阳市全福食品有限公司

洛阳海碧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商水县沃德蛋品加工厂

商丘通宝食品有限公司

滑县道口义兴张烧鸡有限公司

滑县道口画宝刚烧鸡有限责任公司

漯河市美馨食品有限公司

濮阳禾丰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食品产业发展影响力人物(品牌)系列推选活动
候选名单公示

河南省是食品生产大省、食品消费大省、中国人的粮仓，针对食品安全，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了“四个最严”要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实施

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

省”创建的各项要求，传播品牌，树立形象，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河南省食品安全协会联

合河南日报社举办了“改革开放40年——河南食品产业发展影响力人物(品牌)”系列推

选活动。

本次活动，《河南日报》充分发挥党报的引领作用，利用自身优势，坚持舆论导向，大力

宣传和展示我省及我国食品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形象和诚信宣言，从而推动我省食品工

业和食品企业良好发展，正确树立我省食品安全建设品牌形象，承担媒体的社会责任。

活动开展以来，经过报名、筛选环节，产生如下候选人和品牌、企业及县（区）名单，根

据投票需要，分别对候选对象进行了编号，现将候选对象名单公示如下(排名以姓氏笔画

为序)，请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支持并予以监督。

编号
417
418
419
420

县（区）名称
虞城县
睢县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鹤淇食品产业集聚区

十大优秀品牌企业候选名单

102 王学斌 103 王洪伟 104 王鹏 105 孔凡铭 106 石聚彬 107 冯润亭 108 任全福 109 刘术友 110 关晓彦 111 孙志恒 112 买银胖 113 李伟 114 李根锋 115 李培育

117 汪铄沁 118 张存有 119 张绍文 120 陈松伟 121 陈泽民 122 苑士锋 123 孟凡峰 124 侯五群 125 侯建光 126 秦建国 127 曹水乐 128 曹金华 129 曹家富 130 崔福山

张方迤教授（右）、梅伟教授（中）带领团队教学查房

（具体品牌LOGO见《28号》官方微信公众号投票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