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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食药监局验收经开区食品安全示范街创建工作

发挥食品安全示范街的示范效应
本报讯 11 月 3 日上午，市食药监局副
局长刘涪江、市餐饮处处长齐新志等一行
9 人，对经开区食品安全示范街（航海路商
英街）创建工作进行验收。市局验收组首
先听取了经开区关于创建食品安全示范
街的工作汇报。汇报会上，经开区食药监
局局长程红梅向验收组介绍了经开区食
品安全示范街的基本情况。
验收组针对经开区打造食品安全示
范街（航海路商英街）的具体情况进行了

询问，进一步了解了经开区食品安全示
范街的创建情况。并对食品安全示范街
进行实地验收，严格按照《郑州市创建食
品安全示范街评分表（城区)》，公平、公
正进行逐项验收，重点检查验收餐饮服
务单位许可证照管理及监督公示、量化
分级公示牌、
“ 明厨亮灶”安装使用情况、
原料索证索票和信息追溯、台账记录、食
品添加剂、人员健康管理及定期培训、餐
厨废弃物处置记录等方面情况，并抽查

了餐饮服务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豫食考
核 APP”明确餐饮服务操作规范、食品安
全法律法规等食品安全常识的掌握情
况。市局验收组要求，经开区示范街创
建工作要继续保持，发挥食品安全示范
街的示范效应。要按照新《餐饮操作规
范》进一步规范从业人员的日常经营行
为，引进餐饮 4D 管理模式。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席旭阳

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
（郑州七院）
“左心耳封堵术”全球跨境直播
11 月 1 日，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长袁义强博士，在该
院介入手术室开展了“左心耳封堵术”全球跨境直播。
记者 王赛华 通讯员 杨勇 余文斌

区国土分局举办电子化
档案管理软件培训班
本报讯 为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下
档案信息化发展和业务知识更新的
需要，11 月 6 日上午，经开区国土分
局举办了电子化档案管理软件应用
培 训 会 ，分 局 办 公 室 、交 易 科 、利 用
科、储备中心、地籍科、用地科、规划
科 、耕 保 科 等 相 关 科 室 人 员 参 加 培
训。培训会上，首先由软件工程师介
绍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的各项功能，并
对今后如何查询利用软件系统详细
讲解。其次，将档案管理软件应用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预演，并与
参加人员互动交流。
此次档案管理培训，为下一步分
局全面实施档案电子化管理查询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电子化档案管理的建
成使用，将进一步提高分局工作效率，
提升工作速度，更好服务于企业和人
民群众办事。记者 柴琳琳

亚、欧、美三大洲专家同步指导
北京时间 10 月 30 日上午开始，
一场横
跨亚、
欧、
美三大洲多中心的左心耳封堵手
术直播，
再次将左心耳手术引入公众眼帘。
据了解，此次手术转播活动的参与
者，包括中国、丹麦、德国、美国等国家的
19 个心脏中心。活动影响力之大，涉及医
院之多，辐射人群之广，堪称史无前例。
11 月 1 日上午 11 时，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的介入手术室外。患者杨先生家属
的脸上，焦急的表情中不时又显出几分坦
然。因为心律失常、持续性心房颤动、心

房扑动，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多年的杨先
生，这次在家突然发病，因为病情危重被
送到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接受手术。
得知这台手术是由手执“左心耳封堵
术”全球带教证的袁义强博士亲自实施，
杨先生的家人颇感放心；后来得知这台手
术还将在全球转播，且有几十名专家共同
见证，家属更加宽慰。
术中，袁义强博士熟练地将封堵器释
放到患者左心耳窝的位置。经过检查，手
术非常成功。

区控尘办召开工地
扬尘污染工作推进会

左心耳封堵术已成房颤患者福音
之所以将这场跨越三大洲的手术转
播活动，安排到地处中原的郑州市心血
管病医院，完全得益于该院对心血管学
科技术的不断追求。
据了解，作为心脏病学的三大创新
技术之一，目前国内能开展此项手术的
医院并不多，直到 2016 年，国内一共才开
展 1600 例手术。
2015 年 5 月，郑州市心血管病医院心
内科成功为一名 64 岁的房颤患者，实施
了河南省首例左心耳封堵术，专家在患
者左心耳植入了一
个自膨式的封堵
器，从而有效
地预防患者

发生房颤卒中的风险。该手术填补了河
南省此项技术在临床应用上的空白。术
后患者恢复良好。
此后，左心耳封堵术开始在该院快
速开展起来。2015 年，该院的第一例左
心耳封堵术用了 1 个小时，如今二三十分
钟就能完成；以前做这个手术需要对患
者进行全麻，现在很多患者在局麻情况
下和医生聊着天就做了手术。
2017 年 12 月，袁义强博士正式拿到
左心耳封堵术全球带教证。在我国，当
时拿到这一证书的人不超过 20 人。为保
证手术的安全性，要获得该项技术的全
球带教导师资质，必须独立连续完成 40
例以上的植入，且必须全程在专业技术

人员的评估下每台亲自主刀，手术流程
规范，
才能获得。
袁义强说，左心耳封堵术是目前全
球预防房颤患者卒中的治疗新趋势，能
有效减少患者的病死率、致残率，同时减
少出血的发生，具有手术时间短、创伤
小、
恢复快的特点。
我国房颤患者高达 1000 万人，适合
做左心耳封堵术的患者约有 200 万人，而
河南约有 20 万人可以接受左心耳封堵
术。
“我们医院就是为患者服务的，
左心耳
封堵术为房颤患者带来了福音，
这也是我
们医院力推新技术的初衷。”袁义强说，技
术创新是立院之本，今后，我们医院依旧
会大力创新，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中铁装备连续两届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经开区辖
区内的中铁装备在第三届中国质量奖颁
奖大会上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
38 家制造业企业中排名第二。
中国质量奖是国家在质量领域的最
高荣誉，旨在表彰在质量管理模式、管理
方法和管理制度领域取得重大创新成就
的组织和为推进质量管理理论、方法和措
施创新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该奖项每
两年评选一次，本届共有 765 个组织及个
人参选，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有 9 个组织 1
名个人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71 家组织
和 9 名个人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中铁装备自 2013 年导入卓越绩效管
理模式开始，通过不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
验、消化吸收，最终实现内部全面管理提
升，先后在 2014 年荣获第五届郑州市市
长质量奖，2015 年荣获河南省省长质量
奖，2016 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工业大奖表彰
奖，同年荣获第二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2018 年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在
短短 5 年的时间里，
实现了“质”
的跨越。
中铁装备将以此次荣获质量奖提名
奖为契机，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关心指
导下，继续落实好国家关于开展质量提升
行动的大政方针政策，不断推动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努力为中国制造更好走向世
界贡献力量。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王伟 余文斌 文/图

本报讯 11 月 7 日下午，区控尘办
召开全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大宣传、
大培训、大整治、大督查、严追责工作
推进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控尘办大宣
传、大培训、大整治、大督查、严追责工
作会议精神和扬尘污染治理有关标
准，并对当前经开区严峻形势提出要
求，要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开展好秋冬
季扬尘污染防治攻坚“四大一严”工
作。加大开展宣传培训力度，大力整
治，强化责任，加大督查整治力度，务
实基础，力争我市秋冬防目标任务完
成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陈祥

经开区房管局
热情服务受赞扬

本报讯 10 月 31 日上午，河南省
工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将一面
印有“热情服务 廉明高效”的锦旗送
到经开区房管局产权科工作人员手
中，感谢工作人员急企业之所急、想企
业 之 所 想 ，廉 洁 高 效 为 企 业 办 理 业
务。据了解，由于该企业集团内部调
整，需将此前批售的房改房收回并再
次出售给现有员工，在此之前该局并
未办理过房改房业务。为此，经开区
房管局产权科的工作人员主动与上级
业务部门对接沟通协调，学习业务办
理流程及业务办理所需材料，并为其
开辟“绿色通道”
。
区房管局自“放管服”改革以来，
始终秉承“资料齐全马上办，资料不全
指导办，紧急事项加班办，特殊事项主
动办”的服务宗旨，直面问题、主动作
为，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不断深挖潜
力，努力提升服务效能，多措并举提高
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扎扎实实为企
业办实事，以优质服务、廉洁高效赢得
了企业称赞。
记者 柴琳琳 通讯员 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