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日讯 长沙市星
沙吉祥化工厂压缩机发生“爆
炸”，导致2个装满约13吨液氯
的储罐泄漏， 造成多人伤亡
…… 别怕，这是一场突发事件
应急演习。为增强医疗卫生机
构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卫生应
急处置能力，今天我省首次举
行空地一体中毒创伤联合卫
生应急演练。

演练空地一体联动救援
演练正式开始。 爆炸发生

后， 工厂人员立即拨打120急
救电话，120指挥中心就近调
派救护车。 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接到120指挥中心的电话后，
迅速向科主任和院领导报告，
同时腾空床位， 召集急诊、创
伤、烧伤等5名医疗专家，由院
领导带队赶往事故现场救援。

途中， 院领导将基本情况
报告给省卫生健康委应急办
负责同志，并请求省职防院派
中毒专家赶往现场，共同参与
救治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应急
办接报后， 迅速进行核实，并
向委领导和国家卫生健康委
应急办报告情况。下达紧急医
学救援任务，并根据《湖南省
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应急
预案》和现场伤亡情况，建议
启动我省紧急医学救援Ⅱ级
应急响应。 消防人员抵达现
场，测量风向，快速划分出热
区、暖区和冷区，拉开警戒线，
同时积极搜救伤员。

随后， 救护车到达现场，
设置临时指挥部， 划分安全

区域，进行现场应急处置，检
伤分类。快速判断伤员伤情，
按照伤势的轻重进行优先救
治和航空、陆地转运；省职防
院救护车和应急处置车到达
现场， 开展中毒现场应急处
置，对伤员进行中毒检伤；抵
达医院后， 对接触污染的患
者进行院前洗消。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次演练依照《香港重大

危险化学品爆炸事故卫生应急
演练流程》，结合《湖南省突发
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湖南
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湖南省突发中毒事件卫生
应急预案》等预案进行。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祝益
民表示， 进行这样的大型联合
卫生应急演练， 是为了检验组
织单位、 参与单位和人员等对
卫生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规
范应急处置流程， 进一步明确
职责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完善
应急机制， 提高我省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同
时， 也是为了普及卫生应急知
识， 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
自救互救等灾害应对能力。

本次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
主办，省人民医院承办，长沙市
卫生健康委、 香港灾难医疗学
会、省人民医院、省职业病防治
院、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 省第二人民
医院等参加联合演练。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梁辉 黄婕

本报6月2日讯 日前，我省
首个“骨髓瘤之家”在湘雅三医
院血液科正式启用，患者从入院
至出院的所有诊疗活动基本在8
小时内完成， 当天完成治疗后即
可回家。“骨髓瘤之家”通过简化
就医流程， 进而缩短了住院时
间，节约了医疗费用，大大改善
了患者就医体验。

湘雅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刘
竞教授介绍，“骨髓瘤之家”是
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量身定做
的新型快捷医疗服务。 研究表
明， 多发性骨髓瘤经化疗缓解
后的维持化疗， 可每周使用一
次硼替佐米（即周疗），故缓解
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可在“骨
髓瘤之家”进行周疗，每个疗程
住院时间由原来的12天缩短为
4天。

“骨髓瘤之家” 主要收治多
发性骨髓瘤、短疗程化疗、穿刺
检查、靶向药物治疗和细胞治疗
的患者。与住院化疗相比，在“骨
髓瘤之家”就诊患者全身状况较
好且并发症少，化疗方案相对简
单、预期副作用较少；其次，患者
从入院至出院的所有诊疗活动
基本在8小时内完成。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蒋凯

化疗当天8小时就能回家
我省首个“骨髓瘤之家”启用

驾考新规落地
长沙受理首位异地分科目考试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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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拟对衡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4363.81 万元的债权本金及相应
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进行处置，项
目的担保方式为抵质押和保证担保。

债权情况
该公司贷款本金为 4363.81 万元，债

务企业以位于衡阳市雁峰区环城南路
47-59 号“雁府铭座”项目 15669.01平方
米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控股股东陈济
泽、股东罗伟建以持有的衡阳鸿源 100%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控股股东陈济泽及配
偶罗伟利、股东罗伟建及配偶李利辉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欲了解债务人、 抵押物及保证人详
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19 年 月 日，公告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

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
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
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欧先生
联系电话：13974820500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18973880916���������

��������联系电话：0731-84456442
��������传真：+86（0731）84495593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
31 号鑫远国际大厦 B 座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湖
南分公司

2019 年 6 月 3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关于衡阳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报纸公告

本报6月2日讯 “精神疾
病，酒精及物质滥用，重大生活
变故，童年期创伤等都是青少年
自杀的高危风险因素。” 在6月1
日召开的第三届中美潇湘精神
心理高峰论坛暨湖南省医师协
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年会上，青少
年自杀研究成为热议话题。来自
国内外的知名精神心理专家，全
省各级各类精神卫生专科机构、
学校心理服务体系的专家近
1000人参加了会议。

14岁女孩“重度抑郁”
14岁的琴琴（化名）来自新

化农村， 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
由奶奶抚养长大。 由于家境贫
困，奶奶平常靠捡拾废品补贴家
用。同学知道后，常常嘲笑和排
挤她，并往她身上扔石子。

琴琴感觉十分委屈，但又不
敢和老师报告； 跟父母反馈，也
未得到重视。 琴琴因此闷闷不
乐，十分压抑，睡眠不好，经常因
为小事发脾气、用小刀割伤自己
来宣泄愤怒。近来，琴琴情况更
差，甚至企图跳河自杀，幸而被
家人救回，但是学业已是无法继
续了。5月28日，琴琴在省脑科医
院儿少心理科被诊断为“重度抑
郁发作”， 当前评估为高危自杀
风险。

提高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
“精神疾病， 酒精及物质滥

用，重大生活变故，童年期创伤，
既往的自杀行为等都是青年自
杀的高危风险因素。”论坛上，来
自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和洛克
菲勒神经科学研究所助理院长、
首席行为健康官、行为医学和精
神病学教授John�V.Campo对
儿童青少年自杀研究进行了精
彩分享。他介绍，在一次对1547
名11~20岁的青少年的筛查中，
高达14%的青少年报告了自杀
意念。

省脑科医院儿少心理科马
静副主任医师介绍， 近年来，医
院所接诊的有自杀倾向或行为
的青少年也有增长趋势， 其中，
以患抑郁症的小患者居多。“在
这些患者中，常常可以看到家庭
不和谐、人际关系不良、校园暴
力、学业压力、生活变迁、其他童
年创伤经历等环境因素对他们
的影响。”

省脑科医院副院长刘学军
主任医师呼吁，青少年自杀对公
共健康影响大，需要家庭、学校、
医疗机构、 全社会共同关注、给
予支持，进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服
务的可及性，对于高风险人群做
到早干预、早治疗。为此，本次论
坛设置儿少心理专场、心理治疗
专场， 重点介绍了自体心理学、
人际关系治疗、正念治疗、游戏
治疗、抑郁症治疗等问题的最新
研究成果。
■记者李琪通讯员石荣蒋泉潜

化工厂“爆炸”，空地一体大救援
我省首次举行此类联合卫生应急演练 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14岁女孩重度抑郁有高危自杀风险，专题会议开出“药方”
对抑郁症小患者应早治疗早干预

本报6月2日讯 昨日，来
自怀化的李先生在长沙交警
支队驾驶员管理科申请科目
三考试， 成为长沙受理的首位
小型汽车驾驶证异地分科目
考试考生。 从6月1日开始，从
外地来长沙工作、学习、生活的
驾考学员， 可以直接在长沙预
约参加剩余科目考试， 并领取
驾驶证。

“太好了，不用为了考驾照
还专程回趟怀化，这是便民利
民的好政策！” 李先生高兴地
说。

长沙交警支队驾管科民警

提醒， 需要转入长沙进行余下
科目考试的外地学员， 要注意
几个方面： 驾驶证异地分科目
考试只限初次申领或增驾小型
汽车，即C1、C2、C5三类；已通
过科目一或科目二考试的，携
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携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 到长沙交警
支队驾管科办理考试转入；未
通过科目一考试的， 可以在长
沙重新报名考试， 仍可适用于
变更一次考试地的措施； 对同
一申请人， 变更考试地业务仅
允许办理一次。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彭佳

6 月 2 日 上
午，我省首次举行
空地一体化联合
卫生应急演练正
在省人民医院马
王堆院内进行中。

6月2日，医务人员在对“烧伤人员”进行应急救援演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