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彦会、楚晓利、陈延敏、郭心灵、赵俊阳：
你方五人与洛阳东信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4
涧民一初字第316号），因原告洛阳东信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已注销，该公司股东李
智敏、杨志平、陈晓雷成为了该公司上述
债权的权利承受人，后该公司三股东将其
承受的上述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对你
方五人的债权全部转让于我，我已经与其
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并且通过邮寄方式
已向你方五人邮寄。

现我方向你方五人郑重通知，我已将
对你方五人的债权全部一次性转让给了
李状状，你方五人应当向李状状履行上述
生效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和责任。

现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通知你们，
请于本公告通知之日起即向李状状履行
全部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赵秀荣

2021年4 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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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河南法制报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
卫生健康法规暨老龄健康工作会议
上了解到，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继
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国家战略，努力为老年人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会议强调，各地、各单位要坚持
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卫生健康法
规工作。全省卫生健康法治战线要
务实创新发展，完善政策措施，把握
重点任务，科学制定法治工作规划，

加快完善卫生健康法规体系，着力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入推进依法
行政。各地要切实把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战略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
统筹推进老龄工作，补齐老龄健康
服务短板，激发医养结合发展活力。

会议对2021年老龄健康和卫生
健康法规工作进行部署：各地各单
位要强化责任，切实发挥老龄办统
筹协调作用，深入开展“敬老月”活
动，大力宣传“敬老文明号”先进典
型，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社会氛围；要
推动落实老年优待措施，牵头推动

老年人权益保障“一法一条例”；要
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2021 年
在全省建设43个全国示范性老年友
好型社区、57个省老年友好型社区；
要加快老年医疗机构建设，有序推
进安宁疗护服务，做细做实老年健
康管理服务，持续深化医养结合发
展；要提升卫生健康法规工作水平，
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规范开展医疗
机构法治建设，持续深入规范行政
执法行为，继续做好行政复议应诉
工作，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酒精性肝病包括脂肪肝、酒
精性肝炎和肝硬化，都是长期饮
酒造成的。酒精依赖者为数不
少，80%的酒精性肝病患者带有
明显的行业特点，应酬较多的 30
岁至 40岁男子是高危人群。

饮酒量及饮酒年限 每日饮
酒 40~60 克，发生肝硬化的相对
危险性升高 6倍；每日饮酒 60~80
克，发生肝硬化的相对危险性升
高 14 倍；每日极重度饮酒（超过
210 克），发生肝硬化的危险性 22
年后为 50%，33 年后为 88%。有
报道称，每日饮酒 35克即可引起

酒精性肝病。
性别 男性酒精中毒的患病率

较女性高3~4倍。嗜酒男性患病率
为19%~29%，嗜酒女性为4%~5%。

遗传 酒精代谢存在个体差
异，某些患者发生酒精性肝病的
原因为缺乏乙醛脱氢酶或者该
酶相对偏少。乙醛在体内增多，
增加肝脂肪变的可能性。

营养 慢性酒精性肝硬化患
者体内成分分析表明，其体内存
在蛋白质缺乏，这与肝病的严重
程度有关。经济水平低的患者，
蛋白质热量营养缺乏常常先于肝

损害，但经济水平较高、膳食充分
的患者，肝损害与营养无关。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
官，人体患病就好比经历一场战
争，各型肝炎病毒就是外来侵犯
的“敌人”（病原），肝脏就是“敌
人”攻击的共同目标（靶器官）。
以战争的时间长短和激烈与否，
病毒性肝炎可分为急性肝炎、慢
性 肝 炎 、重 型 肝 炎 、淤 胆 型 肝
炎。“敌人”分为甲、乙、丙、丁、戊
型肝炎。尽管各种肝炎病毒表
现类型有急性、慢性，但它们攻
击的靶器官都是肝脏。

3月 28日晚，正在用电锯
锯树枝的老蔡突然感觉后背
疼得厉害，满头满背都是汗，
工友怀疑他抽筋了，赶紧让他
坐下来歇歇。过了一会儿，老
蔡感觉更疼了，工友赶紧把他
送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
诊科。

该 科 医 生 冯 爱 星 接 诊
后 ，详 细 询 问 并 查 看 患 者
情 况 ，根 据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以及患者的表现（背部剧
烈疼痛，位置相对固定，血压
180/100mmHg），判断应是主
动脉夹层。

与患者的工友进行沟通
后，医生立即给患者做CT血
管造影检查，检查后确定老蔡
得的是三型主动脉夹层，遂收
入 CCU 重症监护室，在全麻
下紧急行主动脉造影术+主
动脉腹膜支架置入术+冠脉
造影手术。术后，老蔡的疼痛
得到缓解，病情平稳。

据冯爱星介绍，主动脉夹
层发病急，病情凶险，病死率
高，容易和急性心梗、肺栓塞
混淆。主动脉夹层发病 15分
钟内死亡率20%，24小时内死
亡率 40%，1周内死亡率 80%，
1 个月内死亡率 95%，就是在
最佳保守治疗的情况下，仍有
20%的死亡率，外科手术死亡
率在 14%至 39%。老蔡能够
及时得到救治，得益于发现得
及时，治疗也及时。

“临床上 70%至 90%的主
动脉夹层伴有高血压，所以，
一旦发现有高血压，规律服
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非常
重要。”冯爱星说。（韩鑫颖）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
丽 通讯员 梁道宝 程博）近日，省
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检查组深
入开封市开展监督抽查、业务指导
等工作。

检查组分别对开封市第二中
医院、开封市中心医院、开封市疾
控中心、尉氏县中医院、尉氏县人
民医院、尉氏县疾控中心及 8家中
医诊所进行了监督检查。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 PCR 实验室（基因扩

增实验室）设置及管理、内镜消毒
灭菌、污水处理及监测、中药处方签
名、煎药房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检查组要求相关医疗机构高度重
视、立即整改；对涉嫌违法违规的
医疗机构，责成当地卫生监督机构
加大执法力度，依法立案查处。

检查结束后，检查组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集中反馈，要求当地卫生
监督机构对发现的问题持续跟进，
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全省卫生健康法规暨老龄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完善卫健法规体系 激发医养发展活力

莫把背疼当抽筋
主动脉夹层或索命

我省专家主持完成全国首部
《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用药指南》

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

抽查医疗机构
规范执业行为

认识酒精性肝病

身体出现这
些情况可能
存在肝炎

各型各类肝
炎中，有许多共
同表现：消化不
好、乏力、黄疸、
肝区痛、皮肤瘙
痒、灰白便以及
肝外表现等。

焦作市山阳区定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健康
驿站，配置血压计、体重秤、膳食宝塔等，免费为群众检

查身体，普及健康膳食知识等，受到群众好评。图为
近日，医务人员在健康驿站为群众讲解膳食宝

塔知识。
王正勋 王中贺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河南法
制报记者近日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获悉，
该院姑息（缓和）治疗暨安宁疗护中心负责人
李玲日前主持完成《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基本
用药指南》。该指南填补了我国姑息治疗与安宁
疗护学科发展领域的一项空白。

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是通过多学科协作模
式，有效改善患者的痛苦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直至其舒适、有尊严离世的新兴临床学科，适用
于各年龄阶段罹患现代医学无法治愈并伴有躯
体或精神心理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
终末期和临终期患者。

合理使用药物是姑息治疗与安宁疗护中
的重要内容。该指南围绕各种疾病终末期
和临终期患者常见的 33个全身性和各
系统的躯体、精神心理症状及难治
性症状，推荐 23种治疗药物，其
中 20 种药物收录于《国家
基本药物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