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市消化专科联盟大会成立
东昌府区中医院成联盟成员单位

放环后不可“高枕无忧”

近日，东昌府区中医院妇科接诊一患
者：郑女士，今年35岁，放置宫内节育器7
年余，因不规则出血、伴腹痛8天就诊，查
尿妊娠试验阳性，超声示：宫腔内节育器
位置正常，于右侧附件区探及范围约4 . 4
×2 . 8cm的不均质回声，CDFI：未探及明
显血流信号，右侧卵巢可见，左侧卵巢探
及大小约2 . 1×2 . 0cm的囊性回声，子宫直
肠陷凹处见深约2 . 0cm的无回声区。结合
病史及检查结果，综合考虑右侧附件区异
位妊娠。完善血β-HCG等检查，评估病情
后，给予药物保守治疗，严密观察并定期
复查，后好转出院。此外，医院妇科同样接
诊过宫内节育器避孕同时出现异位妊娠
破裂出血者，情况危及，急症手术治疗者。
所以放环后出现月经周期、经量、经期异
常，一定要警惕妊娠可能。

宫内节育器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简
便、经济、可逆的避孕工具，为多数育龄妇
女的主要避孕选择。虽然宫内节育器避孕
效果较好，但是仍有可能怀孕，如果使用节
育器后发生妊娠，异位妊娠可能性较大。

医生提醒，如果放环后出现白带增
多、腰腹痛、流血等副反应及节育器下移、
脱落、嵌顿，甚至异位达宫腔外等并发症，
一定要及时就诊。同时由于节育器种类不
同，使用年限不同，我院妇科主任杨冬华
提醒育龄妇女：在放置后第一年首次月经
后及6个月、12个月均需复查，此后每年复
查1次直至停用，以了解节育器在宫腔内
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保证其有
效性，特殊情况应随时就诊。

东昌府区中医院妇科，为女性朋友的身
体健康保驾护航！健康热线：13563510688

更多前列腺增生患者在这里康复
手术创伤小、痛苦小、更安全可靠

东昌府区中医院外科运用前列腺
电切镜成功为患者实施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其中最大年龄者84岁，在手术
室及麻醉科诸位同仁的协作下及科室
医务人员的精心护理下，患者术后均
恢复良好，未出现明显并发症，患者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

前列腺增生症(BPH)是老年男性
的常见病，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增生，
患此病的人数日益增多，根据流行病学
资料，50岁以上的男性50%有前列腺增
生症，70岁以上发病数增加到75%，由于
前列腺解剖结构位置特殊，腺体增生会
造成膀胱出口梗阻，出现排尿困难，有
残余尿及膀胱刺激症状，且易继发感

染、结石及膀胱顺应性降低等，最终导
致肾积水、肾功能损害甚至危及生命。

前列腺电切术的适应症：前列腺增
生引起的膀胱出口梗阻症状，例如：尿
频、尿急、排尿困难、反复发作尿潴留
等；前列腺增生梗阻引起肾功能损害；
前列腺增生梗阻引起反复尿路感染、血
尿、继发性膀胱结石、腹股沟疝等。

有哪些症状说明您患了前列腺增
生症呢？

1)尿频，夜尿显著；
2)排尿困难：进行性排尿困难甚

至尿潴留是BPH最重要症状；
3)血尿：是BPH最常见症状；
4)泌尿系统感染：出现尿频、尿

急、尿痛等膀胱炎症状；
5)膀胱结石：BPH并发率有10%以上；
6)肾功能损害：是BPH引起尿路

梗阻有未经综合治疗的最终结果。
目前，治疗BPH的方法有很多种，

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治疗BPH的
“金标准”，是国际公认的治疗BPH微
创、安全、彻底有效和病人痛苦较小的
一种手术方法。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的特点是不开腹、快速均匀的电切和
气化组织,同时闭合周围组织的血管,
可以控制出血点、创伤小、手术时间
短、病人痛苦小、术后恢复快,安全性
高而应用于临床。

健康热线：15666043322

12月24日，以聊城市人民医院为
主体的“聊城市消化专科联盟成立大
会”在阿尔卡迪亚第一会议室成功举
办，来自全市的十余家医院成为联盟
成员并接受授牌，100余名消化内科学
者参加此次会议。

东昌府区中医院消化内镜室成立
于2013年5月，建科以来，科室全体人
员不断探索发展之路，从科室成立到
科室建设，再到科室未来，科室以“变”

求新，以“变”求发展。不断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2014年联合麻醉科开展了
无痛苦胃、肠镜技术；2014年改进了针
对无痛胃镜检查专用的麻醉面罩，并
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2014
年—2017年间，消化内镜室开展了多
例内镜粘膜下早癌剥离术、粘膜下肿
瘤挖除术、消化道异物取出术、巨大结
肠腺瘤切除术、消化道出血内镜下止
血术、食管支架植入术、巨大胃石内镜
下碎石术。2018年计划开展经内镜逆
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造福广大胆
胰疾病患者。其中多项技术已走在聊
城市同行的前列，从而减轻了广大患
者的病痛。

作为聊城市消化专科联盟成员单

位，东昌府区中医院将不断强化服务
理念，创新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和
技术水平，为保障全市人民的身体健
康作出应有贡献，医院也将严格遵守
协议章程，认真履行成员单位职责，为
造福更多消化病患者、为联盟的建设
而努力。

授牌仪式

为切实保障贫困户利益，
朝城镇积极行动，使特惠保险
工作落到实处，确保不拉一
户。

帮包干部入户。朝城镇党
委政府动员全体帮包干部进
村入户，详细了解贫困户就医
情况，为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准

备材料，跑手续。
简化操作程序。特惠保险

报销程序较为繁琐，需要贫困
户到村委、医院、民政所、扶贫
办四个地方。为避免贫困户来
回跑，朝城镇扶贫办将医院材
料全部运到镇政府，统一到民
政部门盖章，使贫困户少走了

冤枉路。
抽调专人负责。朝城镇共

有贫困户2000余户，住院贫困
户较多，为切实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贫困户等待时间，朝城镇
扶贫办安排专人专屋负责贫困
户特惠保险报销工作，赢得了
贫困户的认可。 (狄国敬)

莘县朝城镇积极推进特惠保险工作

按照党委、政府的统一
安排部署，烟店镇政府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扎实开展2017
年“过暖冬”“过好年”慰问活
动，镇全体帮包贫困户干部
走访慰问了全镇各行政村的
贫困户。

12月20日，烟店镇各村帮

扶干部在领导的亲自安排下
对全镇行政村进行了走访慰
问，向每户贫困户发放了棉
被、面粉、食用油、暖壶等。走
访慰问过程中，帮扶干部详细
了解他们的子女教育、住房改
善、身体健康等状况，为他们
尽快脱贫出点子、找路子，鼓

励他们增强脱贫信心，通过国
家扶持、干部帮扶和个人努力
早日脱贫致富。

通过此次走访慰问活动
进一步掌握贫困户脱贫工作
进度和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
包帮工作重点，为确保年底脱
贫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临清烟店镇走访慰问贫困户开展“过暖冬”、“过好年”活动

为将精准扶贫工作抓好
抓实，烟店镇坚持公正、公开、
公平原则，积极创新方式方
法，采取三项措施扎实推进扶
贫工作，努力帮助贫困群众早
日脱贫。

一是瞄准贫困“症状”，全
面识别。按照贫困户申请条件，

召开村民大会，形成初选名单；
村委会和驻村工作组到户走访
调查，逐一核实，建档立卡，做
到“户有卡、村有册、镇有簿”。

二是找准致贫“病因”，针
对性帮扶。围绕“一村一策、一
户一计、一人一方”目标，针对
农户致贫具体原因，确定帮扶

责任人，量身定制帮扶措施，
有针对性的予以扶持。

三是开准脱贫“处方”，动
态化管理。按照“四落实”要
求，采取就业帮扶、智力帮扶、
贫困村整体帮扶等“四帮扶”
措施，确保帮扶到最需要扶持
的群众。

临清烟店镇多措并举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冲刺
阶段，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
处东十长屯党支部以“真正把
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为
根本遵循，在驻村第一书记王
树林书记带领下围绕建设“党
组织+”工程，做好脱贫攻坚的

“领头羊”。
东十长屯是省定贫困村，

全村有14户38位村民还未脱
贫，针对当前情况，村党支部
决定建立以村党员为核心，以
年轻、有文化的年轻村民为成
员的“扶贫‘党组织+’”工程。

“党组织+政策解读”先行

铺路。集中开展对扶贫及惠民
政策的学习，让每位“党组织
+”工程成员都能够熟悉、掌握
政策，以便更好的开展扶贫任
务。

“党组织+落实”是重点。
村党支部详细分析了村14户
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制定了

“三项约定”：一是党支部扶贫
党员和其他成员要及时了解
贫困家庭情况，动态掌握贫困
信息，切实掌握群众们的需
求，保证“两不愁、三保障”政
策得到落实；二是党员要按时
走访自己所联系的贫困户，多
交流、多沟通，保障扶贫对象

思想想脱贫、要脱贫的观念；
三是所有参与“党支部+”扶贫
任务的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
主抓扶贫对象的重点问题。

“党组织+监督”要到位。
东十长屯党支部坚持落实“书
记抓、抓书记”方针，夯实党组
织驻村第一书记“第一责任
人”以及党支部成员扶贫职责
责任人，按时在村政务栏公开
扶贫进展，做到村“党支部+”
扶贫工程的同布置、同检查、
同落实、同推进。同时增强了
扶贫政务公开的透明度，融洽
干群关系，营造村民监督的良
好氛围。 (贾桂强)

临清青年街道凝心聚力抓脱贫，基层党支部做好“领头羊”

12月25日，魏庄镇组织帮
包干部为贫困户“送棉被过暖
冬”。康净庄的孔秀兰大娘抱
着崭新的棉被说：“我赶上好
时代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
关怀”。

这次活动共购置棉被187
条，由帮包干部负责把棉被送
到每一位贫困户的手中，并且
还要了解贫困户的生活情况、

经济状况等，并嘱咐他们有困
难要和帮包干部联系。

一次次的走访，一声声的
问候让帮包干部与贫困户之
间的感情越来越浓，距离越来
越近。在今后的工作中帮包干
部要全力帮助贫困户，为他们
出点子、想办法，让贫困户实
现真脱贫。

(王彦涛)

莘县魏庄镇开展送棉被过暖冬活动

自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
来，临清市烟店镇党委、政府
按照“党建+”的理念，大力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实现
了扶贫攻坚由“大水漫灌”到

“精准滴灌”的转变，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
保证。

据了解，烟店镇将扶贫车
间、产业扶贫作为全镇脱贫致
富的关键，充分发挥现代农业

发展优势，根据每一贫困户致
贫原因、身体状况、家庭实际
等情况，坚持一户多策的原
则，帮助贫困群众通过入股农
机合作社、发展光伏发电、入
股轴承企业等有效途径，实现
一对一地“开锁”致富。

烟店镇坚持“个性化定
制”，为贫困户提供保洁员、
邻里互助护理员等公益性扶
贫岗位，樊庄村刘维同、王沿
村李成芳等都是其中的受益
者。

临清烟店镇扶贫攻坚结硕果
齐心浇灌幸福花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聊城万里汽配城E4-12
电话：18663568266

挂失声明
聊城市东昌府区娜盈化妆品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不慎

丢失，注册号：371502600606110，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挂失声明
山东冠县根脉文化艺术传播中心机构信用代码证 (证号：

G7031525000500400)丢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山东鼎泰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523MA3CKY0M5T)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清算组由王慧、

甄祥凯、张婷婷组成，请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山

东省聊城市茌平县信发街道胡屯工业园齐刘村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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