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博高新医院开展大肠
肿瘤检查活动啦。本次大肠
肿瘤检查为结肠镜检查，以
左半结肠为主，年龄 4 0岁以
上 (有息肉、肿瘤家族史的可
放宽至35岁 )人群，可参加此
次检查活动。活动时间截止
到5月31日。

为了给患者提供方便，
同时减轻其经济负担，本次
检查优惠力度空前。本次大
肠肿瘤检查项目包含术前血
常规、心电图、凝血四项、感
染四项检查，肠道准备 (含药

物 )和肠镜检查。普通肠镜检
查原价840元，现在只需要260
元。无痛肠镜检查(含麻醉)原
价 1 6 4 0元，普查期间只需要
480元。

痔疮、便血可能预示

肠肿瘤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大肠癌在我国发病率上
升很快，已在所有恶性肿瘤
中排第三。目前我国去医院
就诊的大肠癌患者以中、晚

期居多。术后 5 年生存率不
高。

便血就是恶性肠肿瘤的
明显症状之一，然而很多人
缺乏一种正视便血的态度，
有人发现便血却当成痔疮置
之不理。出现便血症状后，及
时到医院检查治疗显得尤为
重要。近些年，随着每年推行
的肠肿瘤民心筛查的推进，
市民定期肠肿瘤筛查的意识
也越来越强。

本次大肠肿瘤筛查，引
进肠镜检查，与资深专家指

诊进行完美结合，能快速、清
晰地发现肛门的任何细微病
变，准确诊断后配合肛肠专
家共同会诊给出最好方案。

定期检查以排除肿瘤

风险

对于比肠肿瘤发病率高
得多的痔疮，人们更是习惯
性忽视。在很多人的观念里，
虽然意识到“十人九痔”的高
发病率，却往往忽视治疗，造
成“十痔九不治”的现状。

对此，世博高新医院内
镜中心专家特别提醒大家：
内痔和肠肿瘤早期一般以无
痛便血为主，血液呈鲜红色
或暗红色。最好第一时间到
正规医院做肠镜检查，以免
错过最佳治疗时期。通过早
期筛查和规范治疗，恶性肠
肿瘤生存率可得到改善。大
肠疾病尽早发现，治疗康复
率极高。市民应根据痔疮不
同时期进行针对性治疗，包
括药物治疗和无刀除痔等，
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大大肠肠肿肿瘤瘤检检查查来来啦啦，，肠肠镜镜检检查查226600元元起起！！
排除大肠肿瘤风险就来世博高新医院，报名电话2326666

5月11日-12日(本周五周
六)，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血管
病专家黎莉教授将在世博高新
医院坐诊。心血管疾病患者可
抓紧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请
齐鲁医院专家诊治。

世博高新医院作为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合作医院，与
齐鲁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

关系。齐鲁医院每天都会派
不同专业的知名专家在世博
高新医院坐诊。

心血管内科是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的重点科室，是省级重
点学科，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每
周(周一、周四至周日)齐鲁医
院心内科专家将在世博高新医
院坐诊，可以让淄博人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齐鲁医院先进
的医疗服务。专家出诊名额有
限，您可提前电话预约，世博高
新 医 院 2 4 小 时 健 康 热 线
2326666。医院地址：中润大道
东388号

黎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心内科副主任，心内科党支部
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

导师。1978年分配至山东医科
大学齐鲁医院心内科工作至
今，曾在美国hartford医院进修
学习。2004年获山东大学医学
博士学位，兼任山东医学会心
血管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临
床一线工作30余年，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特别是在心律失常，
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的防

治方面具有较深造诣。承担多
项科研课题，发表科研论文数
十篇，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及省教委二等奖等奖项。
已培养博士、硕士生40余名。获
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首
届山东省十佳医师、全国卫生
系统医德标兵等多项荣誉称
号。

5月1 2日 (本周六 )上午，
我国著名放疗专家，现任解
放军第 3 0 1医院肿瘤放射治
疗中心主任李玉教授将来淄
博，在世博高新医院坐诊，限
号5人，挂号费300元，有肿瘤
疾病困扰的患者，可以提前
预约，找专家诊治。

李玉教授，我国著名放
疗专家，主任医师，硕士生导
师。现任解放军第301医院肿
瘤放射治疗中心主任。曾是
3 0 2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
主任，亚太区肝脏肿瘤射波
刀 诊 疗 研 究 与 示 范 中 心 主

任。辽宁省肿瘤放射学会名
誉主任委员、全军肿瘤放射
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
肿瘤学会腹部肿瘤放射综合
治疗专业学会主任委员，北
京肿瘤放射治疗学会委员，
从事肿瘤放疗工作 2 8年，肿
瘤介入工作 2 3年，1 9 9 6在全
国率先引进X刀，2 0 1 0引进
国内首台G4系统射波刀。

李玉教授擅长肿瘤精确
放疗与肿瘤血管介入、非血
管介入在肿瘤内注药和栓塞
巧妙的结合 (内与外结合 )等
肿瘤微创综合治疗，对近年

临床推广应用的肿瘤微创靶
向治疗技术，如经皮穿刺瘤
内化疗粒子植入、瘤内放射
性粒子植入、瘤内化学药物
注射、病理组织学活检技术
(全身各部位病变 )以及微波
消融治疗等有独到之处。在
应用放疗联合介入对瘤内药
物植入等综合技术治疗原发
性肝癌、胆道肿瘤、胰腺癌、
肺癌等疾病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首
先在全国系统地将血管介入
与放疗结合治疗恶性实体肿
瘤。

330011医医院院肿肿瘤瘤专专家家李李玉玉教教授授周周六六坐坐诊诊
限号5人 肿瘤患者抓紧到世博高新医院看北京专家 电话2326666

齐齐鲁鲁心心血血管管专专家家黎黎莉莉教教授授周周五五周周六六坐坐诊诊
心血管疾病患者可到世博高新医院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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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创新型发展企
业，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
江提出了“品质是基石，创新
是灵魂“的企业理念，带领集
团紧跟时代脚步，积极响应
国家“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
纲领。在中国家电企业发展
与转型的探索之路上，奥克
斯为中国智能制造提供了有
价值的参考经验。

“好产品是立足行业之
根本”。奥克斯空调秉承“品
质是基石，创新是灵魂”的企
业理念，坚持将每年营收的
5%-6%用于创新、研发。在空
调行业创造了许多颇受消费
者关注的明星单品，如“倾国
倾城”系列空调柜机、“智月”

“祥月”挂机，以及前不久发
布的新品“窈窕淑女”柜挂系
列等。

从技术层面而言，奥克
斯自主研发的TS快速冷热技
术、不断升级的第四代WIFI
微信互联技术、AUT-Smart
功率智能可调技术、Hydro-
自动水洗专利技术等，从速
度、智能、节能、清洁等方向
出发，为消费者打造绿色智
能的使用体验。

从外观设计而言，奥克
斯每款空调设计风格都有着
特别的寓意，产品设计更加
强调产品的自然、朴实、谦
逊、和谐，力求每一款空调都
是一件艺术品。

奥克斯斥资23 . 9亿元历
时1 5个月，建成了一座现代
化智能工厂，集智能和自动
化于一体，被业界称为空调
行业的智能化标杆。具备数
字化、模块化、协同化作业模
式的奥克斯智能工厂，能够
有效解决效率和成本、需求
的问题，为奥克斯空调打造
高 品 质 产 品 提 供 了 坚 实 后
盾。

作为奥克斯空调在2018
年谋求快速发展、持续增长
的重要战略举措，网批模式
正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在互
联网时代变革浪潮中，为奥
克斯和空调产业探索的一个
全新商业模式，真正将互联

网时代的智能制造、智慧零
售、智能产品与智能服务进
行全面打通，赋能家电经销
商并为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
发展开辟新通道。

面对未来市场竞争，奥
克斯将始终不渝的围绕2020

年千亿市值，千亿规模，百亿
利润的愿景目标，以品质、技
术、智能制造为核心，把产品
品质放在首位，聚焦消费者
需求，打造一流产品，致力为
消费者创造极致的智能家居
生活体验。

奥奥克克斯斯深深化化转转型型战战略略升升级级，，引引领领行行业业智智能能风风尚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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