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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科三病
区 （简称脑三科 ）自 2012 年 8 月组建以
来，突出“微创”治疗理念，在生命禁区精
耕细作， 相继开展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
除术、侧脑室引流术 、脑脊液置换术 、脑
血管造影术、 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
术、支架辅助下介入取栓术、动脉瘤介入
栓塞术等一系列高精尖治疗技术， 急性
脑卒中救治水平达省内先进。 成为邵阳
市神经病学重点专科之一， 邵阳市医学
会神经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 是北京
市万特福“颅内血肿硬通道微创引流术”
的协作单位。

多项技术为脑卒中患者带来福祉
脑卒中以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

亡率、高复发率而著称。 面对这个凶险的
“杀手”， 该院脑三科主任王波海副主任
医师带领团队，在科室组建之初，就致力
于脑卒中的预防、治疗及康复工作，紧跟
时代步伐， 力求做到与国内外脑卒中诊
疗的先进技术接轨。 8 年来，已在省级以
上专业期刊发表论文 10 余篇。

据了解， 该院目前能够独立全部开
展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的 7 项脑卒中
救治适宜技术，包括静脉溶栓 、桥接、急
诊取栓、动脉瘤介入栓塞术、动脉瘤夹闭
术、颈动脉支架置入术 ，使脑梗死 、脑出
血等患者得到快速而精准的联合诊治。

来自邵阳市北塔区的孙某一直称是
王波海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去年 7 月，他
突发意识障碍 155 分钟紧急送到该院治
疗。 经检查发现右侧丘脑急性脑梗塞，右
侧小脑亚急性脑梗死， 确诊为急性脑栓

塞和颈动脉硬化并斑块形成。 王波海经
与家属商量，立即给予静脉溶栓，同时通
知介入室启动桥接取栓治疗。 术后当天
孙某肢体功能明显改善， 最后生活自理
出院。

“医生都要有一个归零的心态，从零
出发。 ”王波海常常告诫自己的团队。

随着救治流程和技术手段不断娴
熟，该院脑卒中手术范围不断拓展，技术
难度不断提升。 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是
最危险的脑卒中。 该院通过双侧动脉瘤
支架辅助栓塞术和腰椎穿刺脑脊液置换
术， 成功救治多例多发动脉瘤破裂出血
的治疗。 8 年来，该院完成 500 多例颅内
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

不仅如此， 该院学科优势也进一步
彰显。 在 2018 年 10 月召开的第十届全
国颅内血肿微创穿刺清除术研讨会上 ，
该院被授予协作组 《临床协作医院 》标
志，获得推广应用三等奖。 去年 10 月成
功举办湘西南颅内血肿微创引流术培训
班，培训了来自怀化、永州等地的基层医
生 300 余人。

24小时联动待命打造“绿色通道”
“天下功夫唯快不破。 治疗脑卒中同

样以‘快’取胜。 ”王波海介绍，卒中发病
后 4 小时内是救治黄金时间， 在黄金时
间内多数患者均可治疗而不留后患。 因
此，救治脑卒中患者，分秒必争。

为了使脑卒中患者得到快速而精准
的诊治。2018 年，该院整合多学科优势资
源，建立“急性脑卒中绿色通道”，组建一
支由脑三科、 介入科等科室组成的抢救
团队， 联动待命， 通过不断完善优化流
程，为脑卒中患者生命抢救加速提质。

通过 “绿色通道 ”，急性脑卒中患者

到院后可以受到 “全程医护陪同”“零排
队” “先检查治疗 、后补办手续 ”等特殊
待遇。 “病人什么时候进来就什么时候
做。 ”介入室主任曾小娇介绍，影像即刻
出片 ，检验 10 分钟出结果 ，为抢救患者
赢得先机。

“通过这两年的运转，医院已经有效
地将 ‘急性脑卒中绿色通道 ’速度 DNT
时间从早期的 90 分钟降低至平均 40 分
钟，为众多患者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王
波海说。

“多亏这里的医生，才救了我的命。 ”
10 月 19 日，正在该院做康复治疗的龙奶
奶说。 龙奶奶家住双清区汽车站，8 月 2
日，她突然晕倒，被家人紧急送到该院治
疗。 抢救团队立即到位救治，短短 40 分
钟，龙奶奶就转危为安。

据介绍， 该院正在整合医院的优质
资源， 开展院前急救培训， 缩短接诊时

间，充分利用 “互联网+”“微信群+”，与
周边基层医院建立医联体， 创建湖南基
层版脑卒中治疗中心。目前，该院先后与
北塔区茶元头卫生院、 双清区高崇山中
心卫生院等 6 所基层医院签约成为医联
体建设合作单位或建立脑卒中分中心，
打造急性脑卒中黄金救治圈， 使更多的
病人得到规范有效的救治。

遗失声明
李铿不慎遗失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

款书壹份，票据字轨：湘财通字 (2018)，票据
号码：279395409X 金额：15888元，特此声明。

体彩网点（4301001442）遗失湖南省行政
事 业 单 位 往 来 结 算 收 据 一 份 ， 收 据 号
（03223357），收据金额 （壹万元整 ），业主张
辉元。

花垣县磊垣鑫通讯城遗失花垣镇市场
和质量监督所 2014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24600075812，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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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禁区精耕细作
———记发展中的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脑血管科三病区

张家界监狱举行
欣安公司揭牌仪式

10 月 22 日上午， 张家界市欣
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监狱企业）成
立暨揭牌仪式在张家界监狱举行 。
党委书记、 监狱长刘定昂为公司揭
牌。 据透露， 公司是按照国家关于
监狱体制改革的要求， 经市政府批
准的国有独资公司， 为监管改造服
务， 授权管理监狱资产中的经营性
资产并承担管理范围内资产的保值
增值责任。

通讯员 陈昂

本报讯（通讯员 刘伟）为深入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近
日 ，常德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党支
部 书 记 、主 任 肖 建 中 以 “永 葆 清 正
廉 洁 的 政治 本 色 ”为 主 题 ，为 全 体
党 员 干部讲了一堂党风廉政建设专
题党课 。

会上，肖建中围绕“初心、公心、真

心 、党心 、政心 、民心 、学心 、畏心 、慎
心”9 个“心”字深刻阐述是什么、为什
么和怎么样 3 个层面的内涵， 让大家
在思想上进一步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
线，自觉增强“免疫力”。

肖建中寄语全中心党员， 清正廉
洁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的根本， 是做
人做事的基石。 作为共产党员，要做到

廉修初心 ，初心从政 ，对党忠诚 ；做到
廉修公心 ，公心秉持 ，坦荡干净 ；做到
廉修党心 ，党心塑魂 ，当好表率 ；做到
廉修政心 ，政心崇廉 ，正风肃纪 ；做到
廉修民心 ，民心为镜 ，以衣正冠 ；做到
廉修学心 ，学心明彻 ，知行合一 ；做到
廉修畏心 ，畏心自省 ，君子自律 ；做到
廉修慎心，慎心如水，从善如流。

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常德市国土资源储备中心开展讲廉政党课活动

遗失声明
长沙正存机电仪表有限公司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0734401,开户
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市东塘支行，声明
作废。

黄 帅 遗 失 驾 驶 证 ， 证 号
430124199004168378，声明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客人驾到餐饮店遗失由
长沙市开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10 月 23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编号：JY24301050330738，声明作废。

龙山县李艳芳烟花爆竹零售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30600047258，声
明作废。

长沙皮萨雷食品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395844004，声明作废。

廖子文于 2020 年 10 月 20 月遗失 （证
号：430682200210169116）二代身份证，声明
作废。

吴辉遗失位于云时代一期住宅 4 栋
1101 号房购房发票，号码：68814674，金额：
96425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巧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经决定拟

将注册资本从 10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
人：胡可 电话：18908487383

广告：欢迎刊登各种分类信息，热线电话：4001109919
本栏目由报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协办

全国税收筹划，个体户设立咨询：4001080366

刘定昂为欣安公司正式揭牌。

■廉评

让违规收送节礼行为无处藏身

□ 樊丽

9月 27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 2020
年 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其中
违规收受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查处问题数 1282起，
处理 1671人。

近年来，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锲而
不舍、抓“长”抓“常”，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解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违规收送节
礼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但不难发现，即便年年都
提醒，逢节必通报，违规收送节礼现象还是禁而
不绝。 连收送的“礼”也“与时俱进”了，明面上的
礼品“异化”成了流转方便、兑换灵活的各种礼品卡、
购物券、烟酒票，甚至借助电子金融、快递等业务收
受礼品。 一来二去，权力寻租找到了新的空间，严
重损害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

“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抓
一抓会好转，松一松就反弹，必须坚持不懈抓下
去。 一是扎紧制度笼子，要根据当地实际细化制
度规定 ，严格日常监督 、教育管理 ，一体推进不
想腐不敢腐不能腐体制机制。 二是保持高压态
势 ，强化执纪问责，对顶风违纪者露头就打 ，释
放越往后执纪越严信号， 经常性地开展警示教
育活动。 三是畅通举报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充分发
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 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
网，升级监督方式，线上大数据监督与线下实地
调查齐发力，让违规收送节礼行为无处藏身。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领导干部应该要有清醒
的认识，把握好自身底线，始终做到不收礼不送礼，
否则，等问责“板子”“上了身”可就悔之晚矣。

作者单位：澧县涔南镇镇纪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