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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 !法院 !检察院 !招警 !事业单
位! 大学生村官考试系列辅导班火热
报名中"课程查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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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法律!社会工作与管理!思想政
治 !教育 !政治学 !行政管理 !工商管理 !计算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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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 !公共管理硕士 !环境工程与法
律 !物流工程 !项目管理 !计算机技术 !高
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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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起点!学费低!师资力量强$毕业后可网上

查询$管分配工作# 河南报名处%

/23621/7,55

轻松毕业$确保通过$电子注册
,2./012513266

中原教育培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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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9:;<=)=*>

?@ABCDEFGHIJKLMNO

本场系黑白花奶牛繁

殖农场! 现因当地乳业疲

软!鲜奶饱和!决定向外售

牛!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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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带胎带奶牛"日产奶
"'

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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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大量出售黑白花$红白花$西门

达尔$黑星$夏洛莱等大小公牛及育肥牛% 本场食宿

及一切手续免费!专车送牛到家%单位&山西省奶

牛繁育中心国营红旗农场 联系人& 文全 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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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麻将桌十佳知名品牌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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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驾校第一名

南阳路 &第三大街

嵩山南路花园式训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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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ba 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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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修各种挖掘机空调
16,-8/3,

上门修各种制冷设备
/-36-@,6888

168-@555 1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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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红娘 成功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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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厂新开发各种电子产品$ 现急寻手工组装
合作者# 我厂全年免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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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只$组装费
10/1

元
B

只$人均日组装
103,

只$批交批结$现金
付款$预付

8,C

组装费$免费培训$签订法律合同#

电话%

,-.-0.-38518

手机%'

,

(

/-,15-88-.5

联系人%李经理
新乡市卓信电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0123

!

门头店面装修
/-17-86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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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艺术类高考培训暑假班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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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教主讲 全面后期知道

!

播音主持班
!

广播电视编导班
!

空 乘 班
!

影视表演班
*

月
$

号
"

号
(

号开班

培训地址
D

郑州市东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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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农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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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万篇应用文例文 文书写作不用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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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结 工作计划 工作方案 工作规划 工作报告
工作汇报 个人总结 安全管理 述职报告 述廉报告
党课教案 剖析整改 转正申请 考察鉴定 事迹材料
申报材料 合同契约 规章制度 讲话发言 演讲致辞

专业&金融学$企业管理$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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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方向'$金融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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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法律硕士"

C-?

'$工程硕士"环境工程管理与法律'

地址&郑州市经三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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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财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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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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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克麻将饼九技术$包教包会$经

营各种新麻将机隐形程序$ 百家

乐软件等各种高科技娱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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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本科&预科&医学类院校
郑州诚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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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

男女公关 $要求形象好工资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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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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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两年$教育部网站注册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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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内外墙涂料面向全省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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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汴 路
51

号

郑州十佳驾校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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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红娘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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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日起免费登记建档时间一周$商
城路管城区法院对面新华二厂家属院
内综合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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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日报*报道$近日$湖南省

常德市津市某单位职工陈泽就胎儿死

在妻子腹中一事来到津市人民医院寻

求说法$ 该院工作人员答复说%+你们

找了媒体$我们不太好办了, -刚刚经

历了一场心灵折磨的陈泽$ 看上去面

容憔悴,+迎检-重要还是人命重要.此

前$陈泽的妻子陈红
J

化名
K

称$津市人

民医院为了迎接上级有关部门的检

查$达到医院要有空床位的要求$让有

身孕的她回家$最后导致胎儿死亡,

为迎接检查劝孕妇回家
陈红是湖南省津市某单位职工$

她说%+在产前的检查中$ 医生多次查

出我羊水偏少$胎儿比较大$所以我想

尽快剖腹产, -陈红告诉记者$

1

月
/-

日她在医院通过
L

超检查发现自己

+羊水偏少-$因为预产期已到$为保安

全$

1

月
/1

日上午
8

时许$陈红和家人

来到津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要求行剖

腹产手术$医师柴志凤开了住院证$陈

红预交了
3,,,

元住院费后$入住医院

1

病室
/3

床,

+但是柴医师在进行完各种化验

检查后对我说$我的胎动蛮好$胎心音

正常$可以回家观察半个月, -陈红说$

+我是来医院要求行剖腹产的$我不愿

意回家$但又经不住劝说$便答应了, -

+临走时柴医生又说$ 医院规定$

办了住院手续的出院$要写个请假条,

我是她的病人$为了医患关系$我按照

柴的口述写了请假条$/因为月经每两

个月来一次$所以推迟半个月住院$如

果有意外情况$本人负责0, -

可是回到病房$ 陈红听到一些医

生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说常德市有关

部门要来医院进行医疗大检查$ 要求

医院有空床位,

1

月
/5

日$胎动明显减少$陈红下

午马上重新入院,

L

超提示% 胎死腹

中$是一个有
8

斤多重的女孩"

(患者反映虚假信息
责任自负)

陈红反映的情况$医院有何解释.

记者就相关情况与津市人民医院进行

了核实,

津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邵国湘说$

陈红的确打算
1

月
/1

日进行剖腹产$

但陈红告诉医生她每两个月来一次月

经$因此预产期应推迟$医院已经告知

了陈红胎儿存在突然胎动消失$ 胎心

变化$继而胎心消失的风险, 告知书上

有陈红的签名$ 说明医方已尽到了告

知义务$患者是知情的, 之后$陈红要

求推迟半个月来住院$并以+如果有意

外情况$本人负责-向院方签字承诺,

根据产科的医学原则$ 月经周期延长

的$其预产期应相应推后$这是完全符

合医学原则的, 如果患者所反映的+每

两个月来一次月经-系虚假信息$而误

导了医务人员$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其

责任应由患者自己承担,

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

1

月中旬$

常德市有关部门的确来到津市人民医

院进行过检查$ 但邵国湘否认了检查

中要求医院有空床位的说法,

手术单是否有患者签字
难弄清

+在医院里$病人们都非常相信医

生$他们要我咋做我就咋做$所以才会

出现/如果有意外情况$本人负责0的

请假条, -陈红说,

对于陈红所说自己已经在手术单

上签字的说法$ 津市人民医院也予以

否认, 邵国湘说%+我们只给陈红看了

一下手术单$她并没有在上面签字, -

+我昨天找到医院要求复印我已

经签字的手术单$但医院说没有$手术

单就掌控在院方手里$ 医院不把它放

在档案里完全有可能, -陈红说,

从法律角度说
(请假条)无效

对于医院&陈红所提到的+请假条-

M

或称签字条
K

$ 有关专家表示了质疑,

+从请假条的内容看$ 即便真是孕妇提

出要/推迟半个月住院0$院方也应当劝

阻$并履行风险告知义务, 津市人民医

院让孕妇写下这样一张/请假条0$恰恰

说明了这是医院在预计到风险有可能

发生的情况下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 -

)中国卫生法制*杂志副主编卓小勤说,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明文

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

无效0, 因此$这样一张/请假条0可以

说是无效的, -卓小勤表示,

据悉$ 陈红目前正在搜集证据以

便与医院进一步交涉,

"

安报记者 孙 燕 实习生 李金霞 通讯员 卢凯鹏 廖锡春

医院让住院孕妇请假回家
不符合(医疗事故重在预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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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颖!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实践证明$ 任何事故的减少和

杜绝关键是预防$ 所以$)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 在总结
/58.

年颁布的

)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缺陷后$进一

步完善了医疗机构应当制定防范&

处理医疗事故的预案$ 预防医疗事

故发生的内容,

另外$条例还规定$发生医疗事

故时$ 医疗机构除向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以外$还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或减轻对患者身体健康造成的

损害, 然而$本案中的医院在孕妇陈

红已办理了入院手续后仍要其 +请

假回家-, 这其中不管有否应付上级

来院检查的理由$ 医院方都是有问

题的, 别说即将分娩的孕妇已经签

字住院了$即便没有住院的打算$作

为职业部门的医院也应规劝其早日

住院$以避免发生意外, 然而$本案

中的医院偏偏与之相反$ 让即将分

娩的孕妇住了院后又出院$所以$不

论怎么说$这种做法都是不符合+医

疗事故重在预防-原则的,

复制病历和其他病历资料是患者的权利

安治林!郑州开发区法院法官"#

病历资料是医院对患者入院&检

查&治疗&康复和出院的一切记载或记

录, 所以$在发生医疗纠纷时$病历资

料是重要的证明和证据, 为此$)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 对医院方和患者在涉

及病历资料上的权利义务都有严格规

定,比如$该条例第九条规定%+严禁涂

改&伪造&隐匿&销毁或者抢夺病历资

料,-第十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

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

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

查资料& 特殊检查同意书& 手术同意

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

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的其他病历资料, 患者依照前款规定

要求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的$ 医疗

机构应当提供复印或者复制服务并在

复印或者复制的病历资料上加盖证

明印记, 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时$

应当有患者在场, -如果院方违反上

述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为患者

提供复印或者复制病历资料服务$根

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六条

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1情

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或者纪律处分-,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程序

赵战涛!新密市检察院检察官"#

根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的规

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后需要鉴定的$

有两种解决办法% 一是医患双方同意

协商解决医疗事故争议时$ 需要进行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 由双方当事人

共同委托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二是要求卫生行

政部门解决的$ 医患双方首先应当提

交申请,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患双方

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鉴定的申请

后$ 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 当事人对首

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首次鉴定结论之日起
/A

日

内向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

出再次鉴定的申请, 专家鉴定组应当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综合

分析患者的病情和个体差异$ 作出鉴

定结论$并制作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

有关医疗事故赔偿的问题

王红梅!荥阳市检察院检察官"#

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

任争议后$ 根据 )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 *的相关规定 $有三种解决办法 %

一是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1 二是

不愿意协商解决或者协商不成的 $

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

解申请1 三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

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的$应当制作

协议书, 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

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

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

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并由双方

当事人在协议书上签名,

已确定为医疗事故的 $ 卫生行

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

人请求$ 可以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

解, 经调解$双方当事人就赔偿数额

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

人应当履行, 调解不成或者经调解

达成协议后一方反悔的$ 卫生行政

部门不再调解,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