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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遗失邢昌赢江苏省摄影家协会会员证，证件号
码7564，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建邺区众诺电子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320105600208791，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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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关于绿金家园（福建）保
健品有限公司、南京七草堂健
康产业有限公司未经我公司同
意擅自使用我公司“南京同仁
堂”、“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
牌、字号的事宜，特发布以下紧
急公告：我公司从未授权上述
两公司使用“南京同仁堂”、“南
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字
号，我公司与上述两公司也没
有任何合作关系。上述两公司

持有的任何盖有我公司公章的
总授权书或生产销售授权书均
为虚假文件，文件中所盖公章
均系张文军私刻公章，所有授
权文件均为无效文件，我公司
后期将依法追究上述两公司及
张文军的民事及刑事法律责
任。张文军已于 2019 年 5 月 5
日不再实际管理公司，不再保
管公司的印章及证照。2020 年
8月5日我公司已经召开股东会
免去张文军董事长兼法定代表
人职务，张文军无权以公司名
义签署任何文件。请广大生产

商、经销商仔细辨别，如发现有
人持有上述文件及时与我公司
进行联系。如未经我公司同意
擅自与上述两家公司合作生产
或销售印有“南京同仁堂”、“南
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字号
的商品，均系侵权行为，我公司
将依法追究其民事责任甚至刑
事责任。联系人：薛昌荣、陈宗
燕 联系电话：025-89677909、
13770881625、13813849899 联系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区软
件谷科创城 A1 南 13 层 南京同
仁堂绿金家园保健品有限公司
2020年 11 月 2日

注销公告 南京工路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股东大会 2012 年 5 月 28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
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 ：王 德 明 ，联 系 电 话 ：
18100613303，地 址 ：现 代 大 厦
1608，南京工路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清算组2012年5月28日
南京市秦淮区朱雅婷粥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320104MA1X1TW23X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根据 2020 年 10 月 27
日股东会决议，南京伯骏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减至 300 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南京伯骏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2020年10月27日
遗失：南京市江宁区方山茶艺
馆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201150175320，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茜茜农家菜
馆公章一枚，声明作废，并承诺
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减资公告 根据2020年11月2日
股东会决议，南京星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0000 万元减至 5000 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南京星迹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2020年11月2日
遗失南京诚阳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印签章及法人章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遗失南京国源物流有限公司公
章声明作废，寻回不再使用。

遗失江苏省新闻工作者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010015427102， 账 号
4301010009100504382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市建邺区智通汇电子
商务中心公章，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使用
遗失 南京市江宁区邵智友烟酒
店烟酒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20121600136076声明作废
遗失 南京动脑礼品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苏国税宁字
320114710411003号声明作废

前不久，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
液病诊疗中心多学科团队联合作战，成
功从29岁的小李（化名）食管内取出肿
瘤。虽然过程曲折，但终于在10天后，
小李康复出院。

小伙凝血功能差，手术取
瘤成难题

小李确诊血友病甲（重型）已有19
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从10天前开始，
小李总是觉得自己胸前刺痛。到当地医
院检查，CT平扫显示食管上段巨大黏膜
下隆起。其间，小李去过多家医院看诊，
积极寻求帮助，但一提到手术都遭婉拒。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医生望而却步呢？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副主
任医师王骏解释，小李所患的是血友
病,它是由于先天性凝血因子缺乏或功

能障碍引起的遗传性出血性的疾病，小
李属于重型血友病，凝血因子不足1%。
在这种凝血功能很差，磕磕碰碰都可能
带来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手术
取瘤呢？这对于医生来说也是极大的挑
战，为其手术势必要冒很大风险。

多学科联合作战，成功切
除大瘤子

经朋友介绍，小李一家人赶往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内科就诊。王骏了
解小李的情况后，为其完善相关检查。通
过胸部增强CT和超声胃镜检查结果显
示，小李食管上段管壁明显增厚，考虑良
性肿瘤（平滑肌瘤）可能，随即收治入院。
由于小李的情况特殊，血液科与麻醉科、
胸心外科、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进行血
友病多学科联合会诊，迅速制定手术方
案，兼顾多方面细节。

长期的第八因子缺乏，需要定期予
以补充。虽然内镜下手术更安全，但是
兼顾到小李病情的特殊性，术中一旦出
血，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多学科的共
同保驾下，消化内科副主任欧希龙主任

医师团队为小李施行经食管黏膜下隧道
肿瘤切除术。不到两个小时，手术便圆
满完成，顺利为小李切除了3.5×3厘
米的大瘤子。10天后，小李康复出院。

MDT 模式成为血友病诊
疗新方案

血友病关节损伤严重威胁患者的正
常工作生活。据了解，自2012年起，中
大医院血液科正式成为江苏省血友病诊
疗定点机构，成功完成多例高难度复杂
血友病手术。同时，建立门急诊、病房、
药剂、护理、检查及治疗的绿色通道，成
为南京市慈善总会优秀合作医院。

中大医院血液科为江苏省血友病诊
疗中心之一，一直本着能让血友病患者
提高生活质量和回归社会的治疗目标，
联合骨科、康复科、超声影像科、普外科、
消化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及医院各级
职能部门进行多学科诊疗，MDT模式
也成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友病诊
疗特色。

通讯员 王倩 程守勤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钱鸣

晨报讯（通讯员 许旺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
者 姚均祥）11月4日凌晨3时许，浙江宁波一名
无证驾驶机动车的吕姓男子，在宁杭高速南京收
费站竟冒用自己亲弟弟的姓名和驾驶证，矢口否
认无证驾驶的违法事实，企图逃避民警的查处，被
南京高速交警六大队民警识破且逮个正着。

当天凌晨3时许，上坊公安检查站，民警毛
伟、警辅陈海看见一辆车牌号皖LM×××1号的
黑色本田轿车形迹可疑,随即上前拦截车辆进行详
细检查。然而，驾驶员迟迟拿不出证件。民警问其
姓名时，驾驶员熟练地将吕某亮的名字和驾驶证号
报了出来。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是轻微的违法行
为，但是驾驶员慌乱的眼神和急于报上来的驾驶证
号，让民警无法释疑。凭着职业的敏锐性，民警又
详细询问了驾驶人的家庭情况，其均能对答如流。
细心的民警通过电脑上的人口信息库比对时发现
两人确实像，但脸形有异，绝不是同一人。

在民警的严加盘问下，该驾驶员才吞吞吐吐
地道出实情。原来，他叫吕某明，是浙江宁波人。
他并未考取机动车驾驶证，所提供的姓名、身份
证、驾驶证均是他弟弟吕某亮的。他虽没有驾驶
证，因和弟弟长得像，出门在外都是报其弟弟的姓
名和驾驶证号，没想到被南京高速交警识破。

冒用弟弟驾照谎报姓名
无证开车被交警识破

晨报讯(通讯员 刘昱彤 陈欢 南京晨报/爱
南京记者 刘通)10月27日，浦口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民警在辖区浦乌路开展交通集中整治行动
时，一辆黑色小型轿车向执勤点驶来，当民警指挥
其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时，这辆小轿车没有减速停
车反而猛然加速，试图闯卡。执勤民警立即对其
进行拦截，最终该车驾驶员停车接受检查。可是
当民警要求其出示行驶证、驾驶证时，该车驾驶员
声称自己没带驾驶证，只向民警提供了行驶证。
驾驶员方某声称自己驾驶证忘在家里了，其回答
民警问题时支支吾吾且眼神躲闪,经验丰富的执
勤民警怀疑其是无证驾驶。

经过民警询问得知，驾驶员方某之前因为醉
酒后驾驶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由于没有驾驶
证，当方某看到民警在路口执勤便试图闯卡来逃避
检查，可是他没有想到最终还是被民警抓个正着。

现场，执勤民警对方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
告知其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将
面临2000元罚款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的处罚。

男子驾车闯卡
民警一查竟是无证驾驶

晨报讯(通讯员 杨昌平 沙学祥 南京晨报/
爱南京记者 姚均祥)近日晚9时许，江宁开发区
中队民警在天元中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渣土车闯
禁区，便立即将车拦下。当民警走近后却发现这
辆渣土车尾部的车厢和车牌上都均匀地抹上了一
层黑泥，完全遮挡住了后车牌和车厢上的放大号
牌字样。“你自己看看你车后的号牌呢？车厢上的
放大号牌呢？为什么一个字都看不见？”“民警同
志，我不是故意的，工地上装土的时候弄脏了。”
“你这个明显是故意抹上去的，你自己看抹得这么
均匀，完全遮住了，一个字都看不见。”面对民警的
质疑，驾驶员顿时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并最
终承认了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事实。

据了解，驾驶员杨某当晚驾驶渣土车从市区
前往江宁大学城运输渣土，由于杨某是外地人对
道路不熟悉，为了逃避违法曝光处罚，便在工地上
用泥浆涂抹了后车牌和车厢尾部，将车牌和车厢
上的放大号牌全部覆盖住。不料，杨某跟着导航
不小心驶入了天元中路，被民警当场查获。

目前，因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杨某不但被处
以罚款200元、记12分的处罚，而且面临丢掉饭
碗的尴尬。

渣土车故意污损号牌
司机被记12分丢饭碗

29岁血友病小伙食管长瘤
中大医院多学科联合成功手术

对普通人来讲，静脉治疗可能只是
一次输液，但对肿瘤患者来说，静脉治疗
却是一条“生命线”。近日，由江苏省肿
瘤医院主办的“基于循证的静脉治疗新
技术临床应用新进展学习班”举行，通过
线上网络直播平台和线下现场授课，进
一步普及、推广国内外静脉治疗新技术、
新理念和新知识。

两个小时，疏通“生命管道”

无论是PICC置管还是植入式输液
港，都是为肿瘤患者开通一条肿瘤药物
进入人体深静脉的快速通道。很多肿瘤
药物毒性较大，避开外周静脉可以减少
静脉损伤，同时避免反复穿刺，达到一根
导管、全程治疗的效果。但是无论是导
管还是输液港，毕竟是有创植入身体的
异物，“管道”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必
须有专业的维护。

王先生就遇到了堵管的情况。王先
生肿瘤术后在上海某医院植入了PICC
导管，后接受化疗，治疗间隙在安徽当地
医院进行导管维护时，发现了堵管的情
况，当地医院建议到南京来处理。王先生
和家属非常着急，心急火燎地来到江苏省
肿瘤医院。此时正是周六，值班护士用
堵管复通术尝试通管，半小时后没有改
善，立刻向护理总值班老师寻求帮助。

总值班静疗团队的王明慧老师查看
患者导管，发现患者的导管很先进，但是
患者习惯右侧卧位，恰好是导管置入侧，
非常不利于导管性能维护，这可能就是
导致导管堵管的重要因素。在胸外科护

士长兼药疗学组组长副主任护师茅昌敏
指导下，两位护士继续采取尿激酶通管，
掌握导管冲洗的力度，注意注射器抽吸
的压力，根据进入导管的尿激酶液量判
断导管堵塞程度，历经两个小时终于将
导管融通。反复的操作让两位护士双手
又红又肿，患者和家属看了非常感动。

解决问题不仅靠心细，还
是门学问

在省肿瘤医院解决棘手置管问题
的，王先生不是个例。有一位患者结
肠癌术后做深静脉置管，伤口渗血渗液
一个月。“置管和普通伤口还不太一样，
有可能会损伤到淋巴管，但我们评估他
的问题不是特别严重，症结在于渗液
不止，换药频繁，反而扰乱了伤口自己
愈合过程。”茅昌敏介绍，他们给患者
用上渗液吸附力强的敷料保持伤口干
燥，同时加压包扎、适度换药，同时嘱
咐患者保障营养，患者一个月都在反
复渗液的伤口，在省肿瘤医院一个星
期就“搞定”了。

江苏省肿瘤医院主任护师施如春告
诉记者，置管后的维护，和导管使用寿命
密切相关。临床上置管后还会出现很多
状况，有的患者自己在家操作、换贴膜，
贴膜没贴紧，导管滑脱了，或是消毒不到
位，导致感染了等等。状况发生后，都需
要护士细心去寻找原因，同时根据患者
病情用上综合治疗手段。随着各种静脉
输液置管的技术广泛展开和用具的精进
和革新，“静疗”已经成了一门学问。

按图索骥，找到离你最近
的“管道”管理人

江苏省肿瘤医院2010年正式开设
PICC维护门诊，是江苏省最早一批开设
PICC维护门诊的医院，在这里护士像医
生一样上门诊，给患者解决各种静脉置
管问题。从2012年开始，各科室的导管
放置集中到门诊的血管通道中心，目前
该中心PICC全年置管量有5000多例，
PORT港植入量在1000多例，全年静脉
血管维护量在14000-15000例。

江苏省肿瘤医院也非常注意跟进学
科国际、国内最新进展，将静脉治疗的最
新理念、最新技术引进到临床实际运用
中来。本次举办的学习班，也是进一步
对护士进行规范培训，提升专科能力。
患者需求量很大，光靠一家医院不行，学
习班希望能培训出一颗颗“种子”，散播
出去，促进我省及周边地区静脉治疗专
科护理的发展，惠及更多患者。

施如春告诉记者，为了方便置管患
者解决问题和居家护理，江苏省肿瘤医
院启动了静脉治疗的“互联网+”项目，
在公众号“生命通道之CVADs居家护
理平台”，患者遇到问题，可以将自己的
导管相关问题上传，获得省肿瘤医院专
科护士专业的指导。需要实际换药操
作时，患者在公号上也可以根据“地图”
按图索骥，迅速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静
脉治疗维护网点。

通讯员 周威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冒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