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新配置让准妈妈更安心

小章的闺密小李家住长江路，虽然离郑州
市第六人民医院不远，但小李在怀孕之初并没
考虑要在该院生孩子，而是舍近求远，到位于市
中心的其他医院做围保。“说实话，由于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会接收传染病人，所以我之前会
有一些顾虑。”小李说，但她在实地考察后完全
放心了，该院的妇产科二病区位于新病房楼，是
完全独立的，而且那里只接收普通产妇，“离家超
近，生之前做检查什么的就很方便”。

该院妇产科二病区主任张慧敏表示，像小
李这样有这些顾虑的人并不少，虽然医院的感
染控制非常严格，但出于对传染病的恐惧，大部
分普通孕产妇仍不愿到该院分娩。但如今全新
的病房楼和病区完全可以打消产妇的顾虑。

“如今，郑州的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郑州
南部只有我们这一家综合医院，加上二胎政策
的放开，周边群众的生育需求其实很大。”张慧
敏说，该院的新病房大楼在设计之初就根据群
众需求，将新病房大楼内的妇产科病区规划设
置为服务辖区居民的妇产科二病区，“这个病
区完全不收感染病人”。这对于附近的居民来
说，既放心又方便。而原有的妇产科一病区承
担起服务传染病患者的职责，充分满足非感染
病人和感染病人的不同需求。

豪华团队实力专家为母婴保驾护航

虽然病区是新建的，但坐镇的却是身经百
战的实力专家。张慧敏是从事了30多年妇产科
工作的专家，在妇产科疾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
方面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从死神手里救出了很多急危重症产妇。

在张慧敏看来，相比大型医院来说，小医

院更加细致贴
心，“我们更擅
长对于细节的
观察分析”。张慧
敏说，她有一个病
人，从 8 岁起就患有阵
发性头疼病，疼得厉害时会
拿头撞墙，跟着父母四处求医，跑遍
了全国知名大医院和专科医院，还做过开颅手
术，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但都没有找到病
因。听说这个病例后，张慧敏对许多医生都忽
视的一个信息很感兴趣，“这名患者说在其两
次怀宝宝期间头就完全不疼了，但刚生完孩子
又开始疼，因此，我想到可能是其内分泌激素
出了问题，就让她吃了点避孕药试试”。这一
试，患者的头疼病马上就缓解了，之后，张慧敏
根据病情又调整了药量，现在这名患者每月只
花费几十块钱就能完全控制头疼。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把细节做好，这是
我们的特色。”张慧敏说。同时，张慧敏还有一
个颇有实力的团队。“我们病区有7名医生，其
中高级职称4名、研究生3名，护士16名。“真是

‘小而美’的豪华配置了。”她说。

环境超棒60元就可以包下“温馨套房”

该院妇产科二病区位于新病房楼十楼，一
出电梯就能感受到这里与其他人满为患的产科
病房的不同：走廊明亮通透，病房宽敞整洁，20
多平方米的双人房里有卫生间、陪护床、更衣
柜、阳台，每个病房的显眼位置都贴有温馨的问
候卡片，还会提供孕妇餐。护士长黄懿特别介
绍说：“孕妇餐是和营养科合作推出的，我们会
根据孕妇的情况提供个体配餐，营养周全。”

刚生过宝宝的小李还笑称：“完全没想到一

天60元的价格就包了个
‘温馨套房’。”原来，这
里床位费是一张30元，
如果想让家人陪护更方

便，还可以再包下同病房的另
一个床位。黄懿介绍说，如果不想

包床位，医院也为家属准备了陪护床。
聊天时，小李的宝宝正在相隔不远

的游泳室接受护士刘亚婷的全方位“按摩”抚
触，刚游完泳的小家伙趴在按摩台上闭眼享
受，看起来相当惬意。另一位护士王晓莉则戴
着口罩为游过的池子放水、刷洗、消毒，这已经
是多对一的服务了。

黄懿说，为了让产妇安心，他们的助产师
是一对一服务的，即便将来有更多人慕名而
来，他们也能保证一对一服务。“以前在老病
房，条件确实比较差，很少收到表扬信，现在才
开诊两个月，就收到了四封，还收到了三面锦
旗。”黄懿自豪地说。

观念科学提倡自然分娩和母乳喂养

该院妇产科二病区提倡准妈妈选择自然
分娩。降低剖宫产率、提倡母乳喂养，也在他
们的科室发展规划中。在生活中，很多人会有
误区，觉得剖宫产似乎痛苦更小。但事实上，
自然分娩对母亲和孩子都更有好处。张慧敏
解释道，对于新生儿来说，经过产道挤压，更有
利于孩子肺部的发育和呼吸系统的建立，自然
分娩的小孩出生后机体抵抗力也相对更强，患
多动症及自闭症的概率也比剖宫产低；对于产
妇来说，自然分娩也避免了产后出血量多、康
复时间长、腹部感染率较高的可能性。

对于准妈妈顺产怕痛的问题，张慧敏说：
“我们这里可以开展导乐分娩，还有麻醉镇疼，

基本可以实现无痛分娩。”此外，该院还提倡母
乳喂养，对于孩子来说，吃母乳可以增强免疫
力；对于母亲来说，可以降低患乳腺癌和子宫
内膜癌的概率。为了促进母乳喂养的顺利推
广，该院妇产科二病区专门对10名护士进行催
乳知识的培训。

实惠多多不少检查可以免费做

在谈到科室规划的时候，张慧敏说，健
康教育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目前，该
病区共有 20张床位，两个待产室、两个产房，
可进行应急剖宫产手术，开展无痛分娩、导
乐分娩、陪伴分娩等一系列服务。“可以说，
硬件条件十分优越，同时，医疗服务和健康
教育等‘软件’也要跟得上。”比如，该病区会
特别注重健康生育的宣教。“我们正在筹划
开设孕妇学校，把从入院到分娩的相关常识
都讲给孕妇们。”张慧敏说。

该院还承担了一些惠民项目的具体实
施。目前，该院开展的新生儿筛查项目有：
新生儿丙苯酮尿症筛查、新生儿甲状腺功能
筛查、新生儿听力和耳聋基因筛查，只要有
郑州市户口，这些项目都是免费的。另外，
如果是郑州市二七区的农村户口，在该院分
娩可以直接免300元。

另外，根据郑州市政府推进的适龄妇女受
益宫颈癌（HPV）免费筛查项目安排，凡辖区适
龄妇女均可就近到所在辖区的样本采集点进
行HPV样本采集，最终由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转化医学中心负责对所有样本进行检测、筛
查、反馈、随访。“我们已经连续做了2年，检测
了10万余人，检测完毕后我们会将结果反馈给
当事人。对于早期患者来说，可以提前介入治
疗，减轻了她们的经济负担。”（刘其王鹤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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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全胜、刘茜茜：本院受理原告马德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延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丰海川：本院受理原告张清蕙诉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经过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原阳县人民法院将于2017年5月19日10时至2017年5月20

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原阳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东辉世纪宾馆

501铺的房产。该楼共11层（拍卖标的位于该楼5层）房权

证:原房权证新城字第20151122号，建筑面积：1048.20平方

米，规划用途：商业。起拍价：36502万元，保证金：20万元，

咨询电话：0373-7285885。

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豫0902执3169号

冯衍鸣：本院立案执行李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濮阳市

华龙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的（2016）豫0902民

初4563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0902执3169号执行裁定书及委托河南省中州评估有

限公司对你位于濮阳市棕榈泉小区一期8号楼1502号的房屋

进行了评估，现已作出河南中州（2017）第A17号评估报告书，

该评估上述物品市场价格为586683元，快速变现价格469346

元。现向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0日内，自动履行执行

书确定的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恒鑫药业有限公司、韩茂俊、李海英：王怀志申请执行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09执

128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2016）豫09执128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拍卖韩茂俊三套房产，房产证号：北

关区字第私1331027067号、1331027068号、1331027074号），

责令你们于本公告期满之日起3日内履行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2016）豫民终160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

履行，本院将依法对韩茂俊上述三套房产予以评估、拍卖。

同时向你们公告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评估、评估报告

送达、拍卖等执行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通知，你们应于公告期

满之日起7日内到本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执行

过程中的有关事宜，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利，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科濮生化有限公司、河南省民通华瑞纸业有限公司、

王可明、刘书彬、申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台

前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

口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台前县人民法院公告

濮阳市科濮生化有限公司、王可明、刘书彬、申健：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台前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孙口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杜勇：本院受理范永强与杜勇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

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裁定

书、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通知书。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通

知书载明：要求你在收到本通知后，即来本院选择评估、拍

卖机构、逾期本院将依法指定评估及拍卖机构。执行裁定

书载明：扣押被执行人杜勇的豫JCC985车辆一台、拍卖被

执行人杜勇的豫JCC985车辆。以上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范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淑霞：本院受理杜豫川与王淑霞等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案在执行过程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执行裁

定书、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通知书。选择评估及拍卖机构

通知书载明：要求你在收到本通知后，即来本院选择评估、

拍卖机构、逾期本院将依法指定评估及拍卖机构。执行裁

定书载明：扣押被执行人王淑霞的豫JUQ567车辆一台、拍

卖执行人王淑霞的豫JUQ567车辆。以上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刘吉伟：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全星与被上诉人三门峡市金光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刘建东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答辩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8:30分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综合大楼四楼第13号审判庭

（虢国路与永兴街交叉路口）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三门峡市天盛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三门峡市

康乐家园建设管理处与被告三门峡市天盛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豫 1202 民初 288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战盈：本院受理原告崔琪琳诉你与彭怡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雪萍、三门峡鑫鼎财富中心：本院受理原告贺相成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钟许垒：本院受理原告董京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汝南法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

缺席审理和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俊豪：本院受理原告宋帅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10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汝南法庭审理，逾期不到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

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马军营、闫彩霞：本院受理原告宋志浩诉马军营、闫彩霞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天长：本院受理原告王美丽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2017）豫0105民初6822号起

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鲁斐：本院受理原告李春霞诉

你们房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豫0105民初25876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鲁斐：本院受理原告肖青诉你

们房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民初25875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鲁斐：本院受理原告王育新诉

你们房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豫0105民初25878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明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鲁斐：本院受理原告肖松诉你

们房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105民初25877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答辩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三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豫0105民初7310号

郑州华林浆纸有限公司、秦海香、吴红卫、刘伟伟、刘明伟、

罗秀英、邹宝军：本院受理的原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基支行诉被告郑州华林浆纸有限公司、秦海香、吴红卫、

刘伟伟、刘明伟、罗秀英、邹宝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通知书、

（2017）豫 0105 民初 7310 号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 8 时 40 分在本院民四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责任编辑 路 歌 校对 孟杰曼

E-mail:hnfzbbjb@126.com1212
HENAN LEGAL DAILY2017/04/21

法治专题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二病区开诊6个多月，
100多名婴儿顺利诞生

超低价和专业服务
温暖新妈妈 郑州市民小章前几天去医

院看望刚生了二胎的闺密，回来就发
朋友圈感叹：“60块就可以包个配套超全的

‘温馨套间’了！”作为对市区几个妇产科比较知
名的医院都相当熟悉的准妈妈，小章还忍不住感叹
道：“这里满足了我对产科病房的全部想象！”

小章说的就是位于郑州市京广南路上的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她的闺密住的正是刚

刚投入运营6个多月、位于新病房楼十楼
的妇产科二病区。截至目前，已经

有 100 多名婴儿在这里顺利
诞生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