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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内科风湿免疫科

血液净化室

启东市人民医院肾脏内科创建于1988
年，距今已有二十八载。2016年6月独立设
置肾内科风湿免疫科，位于内科楼五楼，拥
有一支结构较合理、高素质、高效率的人才
梯队。其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1名、
主治医师3名、住院医师4名，副主任护师1
名，主管护师1名，护师3名，护士7名。曾先
后在上海长征医院、上海瑞金医院、南京军
区总院、南通附属医院进修。目前拥有住院
床位55张。科室下设有血液净化室，拥有
47台血液透析机，血液透析滤过机3台，每
年血液净化治疗患者近三万余例次。

肾内科、风湿免疫科诊治的疾病包括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继发性肾小球疾病（糖
尿病肾病、紫癜性肾炎、高血压肾小动脉硬
化症、狼疮性肾炎、系统性血管炎、乙肝相
关性肾炎等）、尿路感染（急性肾盂肾炎、慢
性肾盂肾炎、膀胱炎）、肾小管-间质性疾病

（急、慢性间质性肾炎等）急性肾衰、慢性肾
衰。以及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
疮、强制性脊柱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骨
关节炎、痛风等风湿免疫类疾病。

特色技术
开展血液净化技术：血液透析、血液透

析滤过、血液灌流、无肝素血液透析等。
开展的血管通路手术：临时导管置入

（颈内及股静脉）、经颈静脉长期透析导管
植入术、动静脉内瘘术。

特色医疗服务
专为职场人士提供的夜间透析：要做

到工作与治疗两不误，需要血液透析的尿
毒症患者而言，曾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
的目标。因为每周定期2~3次到医院接受
血液透析治疗，许多尿毒症患者只能选择
离开自己心爱的工作岗位。医院接受血透
治疗的尿毒症患者不用再面对这两难的选
择。开设的“夜间透析”，让尿毒症患者“像
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的梦想成真。夜间
透析时间为17:00~21:30.

疑难肾病的诊治：疑难肾病患者如不
能及时得到诊断治疗，病情会发展得极为
迅速，造成不可逆的终末期肾衰竭。但如
能早期及时得到诊断和治疗，多可控制病

情发展，甚至可使病情逆转，因此早期诊断
是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而继发性肾脏
病、风湿免疫性肾病、产后、手术创伤后肾
损害发展为肾衰竭进入透析的比例近年来
不断增高。医院已成功抢救数百例继发性
肾病人，为相当一部分患者赢得了时间进
行自身恢复。

重症病人的血液净化治疗：血液透析
中心年透析例数3万余次，除普通透析外，
对各种重症病人的血液净化治疗均达到了
省内先进水平。如至少两个脏器以上衰竭
的重症病人，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药品毒
品所致的重症中毒，横纹肌溶解致急性肾
功能衰竭等。

24小时血液净化急诊队伍：已组成一
支24小时血液净化急诊队伍，随时对需要
救治的重症病人开展血液净化治疗，其中
重症外伤，挤压综合征，急性多器官功能衰
竭的病人应用CRRT（持续血液净化技术）
得到了良好及时的抢救。

肾内科、风湿免疫科自始至终坚持打
造人性化服务理念，真诚对待每一位患者，
为推动医院建设，服务启东百姓做出不懈
的努力。

肾内科、风湿免疫科医生办：83392327

启东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成立于
1995年，是南通地区较早开展血液净化治疗
的单位之一。2009年4月在卫生部组织的

“百日医疗安全”活动中获得表彰。经过20余

年的发展，已成为南通地区规模较大的透析
中心，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整体布局合
理，环境整洁舒适，配套设施齐全，人才队伍
强大，是一个现代化血液净化中心。

【设备设施】
具有高效高质量，精确稳定性好的精

良设备。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双极反渗水处
理设备及德国费森尤斯透析机。拥有47台
血液透析机、血液透析滤过机3台、在线监
测系统3台。配有多功能心电监护仪、除颤
仪、中心供氧、电动负压吸引器、简易呼吸
器，微量泵、电子血压计、快速血糖测定仪
等设备,为安全透析提供了充分的物质保
证。配有中央空调、空气消毒机，以及有线
电视、床旁呼叫等，使患者在轻松愉快的环
境中接受治疗。

【专业团队】
启东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拥有一支

良好的医护队伍，现有主任医师1名，副主
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3名，住院医师4名，
副主任护师2名，主管护师10名，护师5
名，护士5名，技师1名。技术力量雄厚，临
床经验丰富，所有人员均接受血透专业规

范培训，先后在南京军区总院、江苏省人民
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
瑞金医院、南通附属医院等进修学习，具有
良好的专科理论及操作技能。

【开展项目】
启东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常规开展

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血液透析联合灌
流等多种血液净化治疗，以及低温透析、可
调钠透析、单纯超滤、无肝素透析、序贯透析
等血液净化技术，可满足血透患者不同的治
疗需求，大大提高了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
生存质量。治疗范围几乎涉及到所有临床科
室，可随时为各种危急重症肾功能衰竭、多
脏器衰竭、高血钾、肺水肿、重症感染性疾
病，以及各种药物毒物中毒的患者进行及
时有效的治疗。开展各种血透用血管通路
技术，如自体动静脉内瘘术、临时导管置入
术、永久性颈内静脉导管置入术。为满足患
者需求，2011年起开展三班透析，现年血液

透析近3万人次，透析年龄最长为18年，大
大延长了患者的生命，提高了生存质量。

【质量控制】
启东市人民医院血液净化室建立了完

善的各种技术操作规范和规章制度，按照
消毒隔离制度要求，设立了隔离透析区。定
期对透析设备，透析用水、透析液进行质控
检查，确保透析质量，为患者建立病例档
案，定期进行血透充份性及并发症的检查
和处理。通过对血液透析治疗的全程医疗
质量管理，有效防范和控制医疗护理安全
隐患，不断提高血液透析质量。

【服务理念】
本着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科

室实行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用爱心，
细心，耐心，责任心，智慧与技能来延续血
透患者的生命，使在启东市人民医院血液
净化室诊治的每位患者得到良好的治疗和
满意的服务，享受更高的品质生活。

肾内科、风湿免疫科沙庆焰主任带领医疗小组在查房

血液净化室

400-670-5627报享购 多·快·好·省
□送货上门 □货到付款 □正品保证

□优质低价 □7天无条件退换货服务

√√√

√√

宜 宾 五 粮 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秋礼尚往来、答谢客户、聚会宴饮的至佳选择-
比3折更便宜！五粮液添福酒为您中秋添福！

世界的五粮液，中国的添福酒

醇正高端出名门，浓香典范中国礼
作为 52°浓香典范，五粮液添福酒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

限公司出品，以优质五粮为原料，通过蒸糟拌曲，封窖发酵，

蒸馏滴酒而成，与“五粮液”同原料，同窖池，同工艺，在沿承

五粮液一贯酒体饱满、各味谐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浓香绵

甜的特有风味--进口绵、落口甜、入喉醇、回味长。

无论亲友团聚、婚礼宴席、节庆年会，五粮液添福酒都是

上佳之选。喜庆大气的包装，经典至臻的品质，添福酒总与幸

福相随。斟一杯五粮液添福酒，邀知己共饮，是对饮者的高贵

礼遇，觥筹交错间流淌出浓浓的中国味道，彰显中国礼节。

震撼超低价，1箱五粮液过个好中秋
没有超值惊喜，哪敢惊动您！中秋要送礼，国庆要送礼，

报享购周年庆肯定还得送您礼！今天我们一次给您送到位，

原价378元1瓶的52度浓香白酒五粮液添福精品酒，现在比3
折更便宜！让您轻松备足中秋好酒！

本次报享购联合五粮液共带来100箱添福精品酒回馈启

东日报读者，赶紧拨打订购电话 400-670-5627，有品质，有

档次，有面子，还能省银子的五粮液添福酒立刻带回家！“这

活动其他地方还有吗？”对不起，只在报享购！只有 100箱！

真正的名气好酒、品质好酒、实惠好酒！

好东西真得抢！比3折更便宜，启东人都知道了！

五粮新贵族，精品添福酒

52°浓香典范

传承风靡大江南北的名酒风采

满载中国白酒的至尊荣耀

迎接团圆中秋的到来

中秋情钜惠行动
比3折更便宜，才敢惊动您！

中国是礼仪之邦，中秋佳节，亲朋

之间、客户之间都要互道祝福，礼尚

往来。五粮传千年，添福送美意！五

粮液添福酒迎中秋钜惠行动火热进

行中。拨打400-670-5627，中秋好酒

一步到位，轻松备足！

原价2268元/箱(6瓶)，378元/瓶
现在594元/箱（6瓶）

低至99元/瓶

这个性价比，只在报享购！

订购热线：400-670-5627

投资千万
死亡沙海孕育好枣

因一次新疆旅游的机缘，老薛来到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且末县。这里北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昆仑山，西靠和田，
东接若羌，长年干旱无雨，每天日照时间
15 小时，昼夜温差 20 度，是出产红枣的绝
佳地带。

老薛投资 1000 万元在且末县拿下了
6500 亩土地潜心种枣。开荒、种树、施肥
……一谈起他的枣子，老薛便滔滔不绝：“我
们种的全是优质的新疆骏枣，果形大、皮薄、
肉厚、口感甘甜醇厚，检测后发现维生素C、
蛋白质、矿物质含量高于同类产品。”

香妃枣 树上风干是绝招
“种枣这些年，总结了很多经验，枣子

成熟后不急于采摘，让它继续呆在树上，
到完全成熟并自然风干后再下树。这样
收获的树上风干枣，肉质紧密、口味醇厚，
不是一般大枣能比。”

沙漠地区害虫和鸟类少，使得老薛一
直坚持“施棉籽饼、不打药”的生态种植，
保证香妃枣天然、有机、无污染。

拨打400-670-5627
性情老薛中秋献礼！

老薛的香妃枣每年都会通过全国的
主流媒体推荐给广大读者，几年来积累了
不少拥趸。“自从吃了香妃枣，我就不买别
处的枣了，说实话真不是市面上 20 元一袋
的枣子能比的。”在保险公司工作的周女士
是香妃枣最忠实的粉丝。她从一开始买了
自己吃，发展到帮家人、同事买，后来又用
来送客户，两年下来，累计买了 300 多袋！

楼兰香妃一级大枣，天然有机、香甜
醇厚，个头堪比草鸡蛋，市场上卖到80多
元一袋，报享购特价59.8元/袋，买5袋送5
袋，加1元即可再送一袋！ 老薛说，这次为
报享购准备的 100 箱香妃枣品质都是上
乘，不仅个头大，口感更是无双，希望特价
的回馈让更多人了解香妃枣，爱上香妃枣！

奇人老薛远赴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的且末县耕耘 8 年，种出个头硕大、
口感超群的楼兰香妃枣。老薛的传奇故
事被多家主流媒体报道，吃过楼兰香妃枣
的人都说好。报享购推出以来，读者复购
不断，好评如潮，本次特地加推！

1 大如草鸡蛋香妃枣
老薛沙海耕耘八年育新疆一级有机好枣

元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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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报享购关爱老花，推出九
佳老花镜特价秒杀活动！秒杀价仅59元
一副，若购买五粮液天福酒或楼兰香妃
枣，还可免费赠送！

秒杀热线：400-670-5627

换上九佳老花镜，看书、写字、做针线活
……眼不酸头不晕，视物超清晰，越戴越轻松！

与传统老花镜不同，市场价199元/副的九
佳老花镜非常独特，能调节光感随眼睛的需要而
变化，自由匹配瞳孔，各种瞳距都能快速适应，让
眼睛保持放松状态，视物舒适又自然。

“儿子给我买的这副九佳老花镜，比以前更
清楚、更舒服，神清气爽！”老李用了觉得非常不
错，还给街坊邻居推荐。

九佳老花镜长时间佩戴不会出现眼睛酸胀、
流泪、头晕、恶心等不适状况，是目前世界上非常
流行的新一代老花镜,让您活力倍增，彰显气质！

九佳老花镜
特价秒杀中5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