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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廉洁徐矿

丢失声明

徐矿总医院之窗徐矿总医院之窗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本报讯（记者 李素梅 通讯员 张孟
康）新年新气象。徐矿集团纪委把握监
督本质，立足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紧紧
围绕监督这个首要职责、基本职责，在强
化监督上全面发力。

聚焦政治监督。今年，纪委把“两个
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加强对党内政
治生活状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
况、民主集中制等各项制度执行情况的
监督检查。高度重视政治生态建设，加
强政治生态状况分析研判，培育积极健
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坚持问题导向，查
漏洞、纠偏差，正“歪树”、治“病树”、拔

“烂树”，护“森林”。为提升监督质效，纪

委明确紧盯重点开展监督，建立健全“五
项机制”。建立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反馈
机制，紧盯“一体两翼”总路径、“六大能
源”基地建设、“五项工程”“五新徐矿”

“五个高质量”等重点，督促各部门、单位
及时反馈汇报落实情况，保障集团决策
部署落地见效；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紧盯
重点领域、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推动形
成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失职失责
问责追究机制，针对不作为、慢作为、乱
作为、假作为等突出问题，以问责唤醒责
任意识，以容错免责激发责任担当；建立
践行“三讲”长效机制，持续深化“讲大局
讲责任讲规矩”常态化教育，让“三讲”成

为广大干部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健全
“两个责任”考核评价机制，对“两个责
任”落实情况全程监督、严格考核、客观
评价，以考核促履责。

抓实常态监督。今年，纪委还会在
加强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监督和管理上
持续发力，经常性开展谈心谈话、廉洁教
育、问题排查，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强
化廉洁文化建设，发挥“勤廉兼优干部”
典型作用，让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行有示
范、赶有目标。开展多层次针对性警示
教育，用好反面教材，以案明纪。对党员
干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通过谈话函
询、提醒谈话和诫勉谈话等各种方式，及

时校正成长方向。切实关心受处理干
部，及时跟踪回访，防止一“处”了之、不
闻不问。凝聚合力，确保监督实效。督
促各单位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
党内监督条例》，履行好职责范围内的监
督职责，落实主体责任，既加强对本部门
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加强对本系统的
日常监督，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同时，认真落实党内情况通报和报
告、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谈话和诫勉
等党内监督制度，将党内监督同司法、舆
论监督及财务、审计、风控、安监等部门
业务监督结合起来，通力协作、攥紧拳
头，形成合力，确保取得实效。

这是一例成功的救治。
中年男性，患肝硬化多年，消化道出现大出

血，短时间内出血量达到1500毫升。
在徐矿集团总医院介入放射科，科主任孙晓

飞和他的同事们大胆实践，尝试着通过介入方
式，在患者肝脏内“再造血管道路以减压”，让患
者转危为安。

这例富有创新性的救治尝试，以其大胆而富
有成效的探索，为类似患者的救治提供了新的思
路，引起业界的关注。

多年肝硬化患者突发大出血
对于王先生及其家人来说，刚刚过去的十天

是刻骨铭心的。
王先生，五十多岁，患肝硬化多年，一直接受

药物治疗。
十多天前，王先生突然开始吐血。吐血量很

大，让王先生及家人都紧张不已。在当地医院，
医生经过诊断以后，认为是消化道大出血，建议
立即转院。

在徐矿集团总医院，医生们诊断的结论和此
前相同，王先生出现的大吐血是消化道出血，而
且这次大出血是肝硬化引起的。根据王先生及
家人的描述，医生们估计，吐血量达到了1500毫
升左右。

肝硬化为什么会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呢？

徐矿集团总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孙晓飞接
诊了王先生。孙晓飞主任解释说，对于肝硬化尤
其是相对严重的肝硬化患者来说，消化道出血是
一种比较多见的并发症。

人们常说，血藏于肝。
“肝脏下方有两条比较大的血管，一条是携

带氧气的肝动脉，一条是门静脉，为肝脏提供营
养支持。尤其是门静脉，收集着从胃部、食管、肠
道等处的血液。当出现肝硬化的时候，肝脏的合
成、分解、代谢等功能显著下降。硬化的肝脏处
理能力下降了，但门静脉送来的血液依然源源不
断。这就如同泵房内的处理能力小了，送水管依
然源源不断送水过来。这种情况下，门静脉的压
力就显著增大”，孙晓飞主任说，这种门静脉持续
增强的压力，就会逆向传导到胃部、试管以及肠
道等消化道血管内，日积月累，这些部位的血管
就会因为压力过大而变形凸起曲张，“如同一条
条蜿蜒而伏的蚯蚓一样”，一旦消化道受到稍微
强一点的刺激，就会导致这些本来就承受着高压
的血管破裂，从而引发大出血。

而根据王先生的描述，他这次大出血之前吃
了一块比较硬的烧饼。孙晓飞主任猜测，可能就
是因为烧饼在消化道内擦破了原来就已经变形
凸起的血管，从而引发了这次大出血。

短时间内的大出血，导致王先生血压急剧下

降，极其危急。
大胆探索，肝脏内“重建血管”

消化道大出血，怎么应对？止血。
对于消化道大出血的止血，很多医生都知

道，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极大。
孙晓飞主任介绍说，对于消化道出血，首先

要找到出血点，然后予以内镜下封堵止血。但对
于消化道大出血的患者来说，往往意味着会出现
多处止血点，这种情况下的止血难度系数骤然提
升。

“即使是在内镜下，多个出血点同时出血的
情况下，光是找到出血点就很困难。何况还要在
找到所有的出血点并全部予以封堵，这就更困难
了。即使是找到了所有的出血点，而且全部封堵
了，这些出血点以后发生再出血的概率也很高”，
孙晓飞主任说，对于消化道大出血的救治，历来
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医疗难题。

这边患者的消化道出血还在持续，那边医生
们在紧张的讨论，如何应对？紧急时刻，孙晓飞
主任根据以往介入治疗的丰富经验，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在患者肝脏内再造一条通道，让血
流畅通起来，减少门静脉的压力，消除逆向消化
道的压力，从而控制出血。

“这种救治方案，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经颈
内静脉肝内门体静脉支架内分流术。这种手术

效果极好，但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技术精度
极强，是公认的外周介入治疗最高水平的标志性
手术。手术要成功，需要操作的医生具备扎实的
临床经验，尤其是精湛的放射介入技能，还需要
做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准备”，孙晓飞主任说，
在王先生特别危急的情况下，这个选项风险很
高，但是希望极大，得到了患者及家人的认可。

手术前的准备工作立即启动，王先生被推进
了介入手术室。

持续三个小时的手术过程中，孙晓飞在王先
生的颈部血管打了一个孔，介入导丝从此进入，
经过心脏以后一路下行，抵达肝脏部位。在肝脏
内，导丝释放支架。支架在肝静脉和门静脉之间
建立了一个新的通路，部分血液从此分流。

“部分门静脉的血液被分流以后，压力极高
的门静脉压力得到分流，在这个前提下，再对曲
张的胃冠状静脉进行栓塞。这就从源头上解决
了出血问题”，孙晓飞主任说，当
天的手术很成功，王先生的出血
被快速止住。

孙晓飞：这种手术方法对于
肝硬化门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
曲张破裂出血的效果很好

这是一次成功的救治。对于
治疗效果，王先生及家人都很欣

喜。对于孙晓飞主任来说，也很欣慰。
孙晓飞主任说，“经颈内静脉肝内门体静脉

分流术”这种新的介入技术，对于治疗肝硬化门
脉高压、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和顽固性腹
水等治疗，属于微创手术，降低门脉压力可靠，并
可同时对出血的胃冠状静脉进行栓塞治疗，这对
于经过药物及硬化剂治疗无效又不能手术的患
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路径，“鉴于其治疗效果
极佳同时又微创，这种技术在业界前沿已经逐渐
成为治疗门脉高压的主流方式”。

孙晓飞主任同时提示，选择这种手术路径，
首先需要综合评估患者的情况，应具体分析，严
格把握适应症。第二，由于限制性分流强调适度
降低门静脉压力，以降低分流对肝功能的影响。
而对于乙肝肝硬化患者也应当注意治疗后的正
规抗病毒治疗。此外，还应注意预防和减少肝性
脑病等并发症。 （李长鑫）

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 蔡开）徐矿集团2019年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天山矿业公司党委迅速传达会议
精神，结合实际抓落实，确保会议精神落地生根。

该公司将会议有关内容在办公平台和微信平台发布，
编入党员、干部、职工政治学习计划，开展学习活动，营造
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确保将会议精神传达到每名干部职
工。同时分专业、分岗位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回头看活动，
组织专题讨论，增强防腐意识，筑牢思想大堤。积极组织
筹备召开公司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总结2018年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新一年重点工作，确保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今年以来，该公司坚持把监督挺在前，以开展监督检
查为抓手，围绕重点岗位、工作环节，开展专项检查、效能
监察等，堵塞各类管理漏洞，防范风险。加强线索收集排
查工作，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利用审计、效能监察、专项检
查成果等，排查发现案件线索，准确把握“四种形态”运用，
发挥纪检监察的震慑作用，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
各项工作健康稳步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琪）春节期间，三河尖矿采
取一系列措施，抓牢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筑牢“防火
墙”，密织“监督网”，使全矿职工度过了一个风清气
正、欢乐祥和的春节。

加强廉洁教育，筑牢“防火墙”。该矿利用党委
中心组学习、政工例会、党员活动日等，组织党员干
部及重点岗位人员学习党纪条规、“八项规定”和

“十个严禁”等内容，引导党员干部进行自我“体
检”，增强廉洁意识；加强警示教育，结合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分批次组织全矿党员干部观
看《一抓到底正风纪》警示教育片，并编发《党风廉
政教育》内部期刊，学习违规违纪典型案例，带领党
员干部主动照镜正衣冠。开展廉洁书画展，寓教于
乐，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促使党员干
部由“要我廉”向“我要廉”转变。

明察暗访，密织“监督网”。该矿切实履行党委
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春节前夕，以“三讲”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专项检查为契机，深入基层各党支
部，了解职工反映强烈的问题，主动发现作风建设
的苗头性问题，努力做到抓早抓小，防患未然。春
节放假期间，该矿党委坚持作风建设监督检查不放
松，安排专人跟踪检查跟值班、现场交接班等干部
履职情况，并对节日前后2名履职不到位人员进行了通报。

又讯（通讯员 冯秋亮）春节期间，徐州长城基础公司党委、纪委
结合实际，开展多种活动，努力营造廉洁过节气氛，确保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过一个风清气正、和谐温暖的节日。

上好“三课”，把好廉洁政治关。该公司召开专题廉洁党课，利
用早调会时间，组织公司副总以上领导、机关部室和基层单位负责
人上党课，要求全体人员吸取案例教训，敲响节日廉洁警钟，增强全
体人员廉洁干事意识，筑牢廉洁防线。组织全体党员上党课，学习
新版《条例》和上级文件，促使党员养成廉洁行为习惯。组织召开整
风肃纪专题会，部署开展持续深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以
作风建设新成效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同时，开展“五乐”活
动，寓教于乐倡廉洁。组织全体职工参加“廉洁清风”谜语有奖竞
猜、“独守其真”套圈、“清白坐人”抢凳子、“一贯正气”掼蛋比赛、

“守住底线”拔河比赛等娱乐活动。廉洁教育与群众性文体活动相
结合，让职工在轻松的氛围中感受理解“廉文化”。推进“一诺”，把
住廉洁监督关。组织公司副科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签订“一诺千金”
廉洁承诺书，并在办公楼显要位置张贴公示，接受全体干部职工监
督。

本报讯（记者 陈霖）徐矿总医
院党委结合医院实际，认真查摆党
员干部中存在的廉洁风险问题，不
断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党员干部责
任担当，建设良好医疗行风。

去年以来，该院党委在广泛征
求意见、认真开展反思和剖析的基
础上，以党章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
法规为根本遵循，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填写《意见建议征求单》，明确了
具体问题、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
全院党员干部征求意见达317条，

其中自查问题51条，征求问题72
条，出现问题的原因66条，并列出
整改措施128条。组织观看《厉害
了，我的国》，增强党员干部的爱国
情怀，激发出投身医疗事业的热
情。该院党委还组织党员举办了

“党性教育实践活动”，在孟良崮聆
听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
事迹，在粟裕像前，面对党旗重温
入党誓词；组织党员专家到丰县、
马庄等红色教育基地义诊，上微型
党课，树牢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信念。
为扎牢反腐篱笆，该院党委还

多次组织召开问题梳理排查专题
会，在重要部门、风险岗位开展廉
洁风险点防控排查和自查自纠。
共排查出32条廉政风险信息，自
查出35条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和
时限。健全完善谈心谈话机制，去
年集体约谈78人次，提醒谈话5人
次，诫勉谈话3人次，发现问题及
时提醒，促使广大党员干部主动发
现问题，自我改进提高。

徐矿集团纪委

聚焦监督职责 全面精准发力

近日，徐矿一院对门诊、住院药房、药库，设备库、一般耗材库进行实地盘点，确保资产真实完整，账物
卡相符，防范风险。 通讯员 陈松涛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兴洋 陈军）徐矿集团2019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党委认真
组织，迅速宣贯，结合实际落实会议精神，努力构筑拒腐防
变防线，为全年目标任务完成、高质量发展有序推进提供
政治保证和纪律保证。

加强廉政教育。该公司针对个别党组织党风廉政教
育薄弱的现象，做到主题教育与专题教育兼顾、示范教育
与警示教育相兼顾，促进教育活动向深里走，营造崇廉尚
洁的浓厚氛围。夯实廉政责任。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始终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自觉遵守廉政规定，切实扛起廉
政责任，在分管领域盯紧身边事、管好身边人，真正做到不
踩边线、不碰红线、不越底线。狠抓正风肃纪。把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与推动企业发展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做到

“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长管长严”。继续加强对重点领域、
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坚决整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充分
运用“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抓早抓小、敲好警
钟，努力推动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企业发展营造崇廉
尚洁的良好氛围，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天山矿业公司
学习传达行动快

江苏省矿业工程集团
结合实际措施实

学习贯彻2019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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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矿总医院党委

强化责任意识 促进廉洁行医

中年男性肝硬化导致消化道大出血1500毫升

徐矿总医院经颈内静脉肝内门体静脉分流术成功救治

● 徐州宝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39723车辆的机动
车登记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 刘亚杯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X2856车辆的车牌、行驶证、登记证书
丢失，声明作废。

● 曹大钊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1P860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失，声
明作废。

● 董广军因不慎将车号为苏CLB213（小车）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丢
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徐 州 淮 保 安 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91320301MA1MDXOE4E）股东会于2019年 2月14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杜祥硕；电话：13905213040；
地址：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桥工业区4＃区。

徐州淮保安防用品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