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5日讯 4月份春暖花开，
气候宜人，但气温升高，各种传染病也进
入高发期。今天，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提
醒，请重点防范手足口病、流行性感冒、
风疹、麻疹这4种传染病，谨防孩子中招。

疾控专家表示，这四种传染病传播
途径大体类似，均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
播、直接接触被污染的用具、玩具等传
播。同时也是常见的校园传染病，在流

行期间，常可在幼儿园、托儿所发生集体
感染和家庭聚集发病，有时可在短时间
内造成大范围的流行。

在传染病频发的季节，疾控专家提
醒广大市民，要做到及时预防。疫苗是预
防疾病最有效的手段。学校方面，应落实
晨午检制度，学生和幼儿患病期间应停
课休假，直至症状完全消失。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蔡富文 刘富强

4月重点预防这些病，孩子最易中招

本报4月15日讯 左脚
搭在右腿上， 右腿又搭在左
腿上， 病床上轻松完成这些
动作， 今天出院的谭先生有
些激动。因为股骨头坏死，他
一度被医生建议做关节置换
手术， 可如今中南大学湘雅
医院骨科医生在他髋关节内
植入了一根钽金属， 不但保
住了这个关节， 不久后他或
许又可以行动自如了。

据介绍，谭先生接受的这
个由国内团队自主创新研发
的3D打印个性化定制仿生骨
小梁多孔钽金属支架植入手
术， 在世界范围内尚属首例，
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医工合作个性化定制
钽金属“房梁”

2018年冬天开始， 谭先
生经常感觉腰背疼痛， 辗转
好几家医院被确诊为II期股
骨头坏死， 当地医生建议他
做关节置换手术。39岁的谭
先生希望保住自己的髋关
节，于今年3月找到了湘雅医
院骨科主任胡懿郃教授。

胡懿郃教授表示， 谭先
生股骨头里面的“房梁”骨小

梁结构发生了损伤， 但“房
顶”还未发生塌陷，对于这种
早期的、青壮年的患者来说，
保髋治疗是首选， 这就需要
用新的“房梁”来支撑，保持
“房顶”不掉下来。

谭先生股骨头的新“房
梁”， 是胡懿郃教授团队自主
研发的最新“秘密武器”———
3D打印仿生骨小梁多孔钽金
属支架。这一产品是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3D打印个性化植
入器械临床应用研究与推广”
的成果，由中南大学粉末冶金
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湘雅医院
骨科共同通过产学研医平台
和医工结合方式研发。

在胡懿郃教授的指导
下，湘雅医院骨科医师、生物
医用材料博士后雷鹏飞组织
医工交互团队通过精心设计
和3D打印技术， 为谭先生个
性化定制了一根钽金属“房
梁”。胡懿郃教授表示，通过
与算法工程师紧密合作，根
据谭先生骨小梁不规则的结
构来设计， 比起进口的钽金
属棒规则的“蜂巢”型结构，
弹性模量和表面摩擦系数与
人体松质骨更为接近， 可以
更好地伪装成骨小梁， 诱导

骨长入。

几分钟抵达病灶
半小时完成手术

为确保“房梁” 植入精
准， 雷鹏飞博士后运用3D打
印技术制造了一个“双导向”
手术导板， 既可以精准定位
手术入口和路线， 又可以直
达病灶。 而在手术导板的指
引下，“我们仅仅几分钟就到
达病灶， 将股骨头内坏死的
骨质从进针通道内取出，再
植入钽金属棒， 整个手术时
间不到半个小时。”

4月9日， 谭先生接受手
术，术后第二天他就站起来了。

胡懿郃教授表示， 股骨
头坏死是进展性的， 目前发
病机制不明， 也没有有效的
根治方法。 对于年轻的股骨
头坏死早期患者， 希望能通
过新的材料和手术方法，尽
量保住他们的髋关节， 延缓
股骨头坏死的速度， 避免患
者过早接受髋关节置换术。
如果骨头生长情况好， 患者
甚至可以不用接受髋关节置
换术。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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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贺泽
邦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813044
301406，声明作废。

◆梁飞遗失由耒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发给的耒国用（2015）-C01-
0725 字第 00051057 号土地使用
权证（划拨），声明作废。

◆蔡志文（身份证号：4306241968110
5301X）不慎遗失保单号为商业险 PD
AA201943930000006213，交强险 PD
ZA201943930000005839 的 保 单 ，
现声明作废。

公 告
杨昌， 男，1982 年 3 月出生，汉
族，本科，原系湖南师范大学职
工。 从 2018 年 9 月 17 日起，杨
昌连续旷工已超过 15 个工作
日。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等规定，
湖南师范大学依法作出校行发
人字〔2019〕1 号，决定解除湖南
师范大学与杨昌聘用合同，终止
与其的人事关系。 特此公告。

湖南师范大学
2019年 4月 16 日

◆湖南工程学院于改利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811342201383，声明作废。

寻求合作公告
岳阳惠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拟
对某处尾砂库进行回采利用，
现寻求意向合作方，有意者请
在 2019 年 4 月 20日前与我公
司联系。 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 13387301008
岳阳惠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1日
◆蒋宸宇（父亲：蒋伟，母亲：占灿
容）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9466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映平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8
年 11 月 26日核发 92430382MA
4Q4RBT0N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聚鑫投资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钱刚，
电话 15673989999

公 告
关于办理长沙城区受湘江枢纽
影响的排水管网改建工程（长
沙县部分）涉水工程暮云片区
高排通江管涵工程项目相关税
务事宜的函，宋智钟：
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中标的长沙
城区受湘江枢纽影响的排水管
网改建工程（长沙县部分）涉
水工程暮云片区高排通江管涵
工程项目，因有部分税务事宜
尚未办结，为结清税款，不遗
留税务问题，请在收到此函后
十个工作日内来我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否则我公司将自行办
理相关税务清缴手续，相应费
用在该项目工程款中予以扣除，
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你承担。
特此函告，望你慎重考虑此事，
积极履行义务，以免损失。

湖南省金科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 3月 28日

遗失声明
唐秋冬个体工商户遗失湖南省
郴州市工商局 2011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
号 431000600189223， 和 2011
年 5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1000600189215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韶山市卓雅传媒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本由原 10
00 万元减少至 50万元。 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后 45 日内,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朱伟,
电话:13786233958
◆许一坤 (父亲:许伟清，母亲:陈冬
香 )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983268，声明作废。
◆吴喜欢 (父亲:吴长江，母亲:王春
利 )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10269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李民五金经营部
（税号：43012419570513701
501）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 15份，发票代码：0430018
00104，发票号码：19979477
-19979484、19979488、475
51976-47551981，声明作废。

舍子源风电场位于湖南省永州
市新田县境内，距新田县城区
约为 13km。 本工程设计安装
23 台单机容量为 2200kW 的机组
(一台限发 1.8MW)，装机规模
为 50MW。 预计年上网电量为
9345 万 kWoh。 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为工程建设涉及到的可能
受影响的公众及附近的单位和
组织、当地相关政府部门。
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通过电话、信件、电子邮
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
位提出意见。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 http://www.wldl.com.
cn/main/enginee.html
联系电话：0731-85893238
邮箱：409039212@qq.com。
公示发布单位：

新田林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湖南省新田县舍子
源风电场工程环境
影响报告表 (征求
意见稿)信息公示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邓毅
遗失中级职务资格证书， 编号
0108428，声明作废。

◆宋波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903200669,特此声明作废。

◆王建红遗失湘 HA0697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032056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陵县艺轩鲜花店遗失沅陵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 5 月 19
日核发注册号 431222600198
551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恒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拟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谭卫锋，电话:13574633739

注销公告
长沙承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震宇，电话 15802689055

◆父亲易波， 母亲段正洁遗失
儿子易思俊出生医学证明，
2015 年 5 月 31 日出生于娄底
资氮医院， 出生证明编号
P430359411，声明作废。

◆父亲易波，母亲段正洁遗失
女儿易思晴出生医学证明，
2012 年 4 月 9 日出生于娄底
资氮医院， 出生证明编号
L430786618，声明作废。

◆邹叶缇不慎遗失黄冈师范学
院艺术设计专业学位证，证号：
1051442014500090，声明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白雪杰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0537202369，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9 年 4 月 12 日 17 时许，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名男尸，身高约 172CM，上身
穿有三件衣服，一件灰色衣服，
一件粉红色衬衣，一件带有哈
士奇图案的 T 恤，下身穿棕色内
裤，黑色长裤，黑色袜子，黑色皮
鞋(皮鞋内印有 HOPECOME 字样)，
一根花花公子牌的皮带，如有
上述失踪人员请与长沙市望城
区书堂石门矶水上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孙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认尸启事
2019年 4 月 12 日 15 时许，长沙市
公安局望城分局水上派出所接
报警，在湘江流域望城段发现
一名女尸，尸体已经完全白骨
化，据法医判断、死亡时间超
过半年，身高约 153CM，大约三
十岁至四十岁左右，尸体上还
留有一截肉色丝袜，如有上述
失踪人员请与长沙市望城区书
堂石门矶水上派出所联系。
联系人：孙警官
电话：0731-88088110

◆付翔于 2019年 4月 13日遗失
二代身份证，证号：430102197012
086017，声明作废。

受委托， 定于 2019 年 5 月 23
日 9 时 30 分在岳阳市圣鑫城
十五楼天径拍卖公司依法公开
拍卖位于长沙市人民东路水云
间 4 号 104 号的住宅用房，该
房屋上下三层，带车库，建筑面
积 257.8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面积 219.26 平方米。 起拍价
306.8 万元， 竞买保证金 20 万
元。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自公
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22 日
16 时止在标的坐落地展示。 保
证金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22 日
16 时前，请将保证金汇入以下
账户 ： 户名： 湖南天径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长沙银行四方
支行， 账号：800107836108017
（以到账为准）。 联系电话：
0730-8255215 15307310021
（陈女士） 报名地址： 岳阳市
金鹗中路圣鑫城财智公馆 15楼
岳阳市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天径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4 月 16 日

长沙人民东路水云
间别墅拍卖公告

◆贾宏达不慎遗失 2017 年 12 月
23 日获二级甲等普通话证书，证
号 431705900199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新出水芙蓉家菜
馆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记帐联和发票联)1 份，发票代
码：043001800104，发票号码：
32236207，已填用，已盖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启才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局
2018 年 6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4PNDN63R； 遗
失发票领购簿；遗失增值税普
通发票 1 张（发票代码 043001
900104，发票号码 03480185）；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507442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智成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陈桂明，电话 15675394832

遗失作废声明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湘潭中
心支公司遗失 13份银保通单证，
号码段为 13639087，13639091，
13639095-13639096，13640567-
13640572，13907309-13907311；
作废 18 份银保通单证，号码段
为：13544343，13544363-13544366，
13544369-13544381。 特此登报声明。

遗失声明
吉首市芭尔曼休闲鞋店遗失吉
首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13 年 05 月 17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60
00436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华伦鳄鱼鞋业遗失吉首
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3 年 5 月 20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016001
43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禾绿回转寿司饮食有限
公司悦方分店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已作废）发票
代码 043001800104，发票号码
397444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阳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
32562804X7）遗失湖南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0430
01800104，发票号码 4650568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千色美妆化妆品店遗失
吉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2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31016002074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高新区正坤机械加工厂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高新分局
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核发的注册
号为 430301600027515 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利芝卖鸡场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湖分
局于 2007 年 9 月 24 日核发的
注册号为 430302600005262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岳塘区利芝家禽经营部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塘分局于 2017 年 3 月 3 日核
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2430304MA4LD3467D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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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红遗失湘 H1696 挂道路运
输证,证号 43090203319,声明作废。

全球首例！“3D打印”为坏死骨头换“梁”
湘雅医院自主研发技术，个性化定制钽金属“房梁” 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

▲这是钽金属3D打印的“梁”。

▲手术后第二天，谭先生就站起来了。
通讯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