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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西部汽车平行进口
全产业链

拥有交通优势的郑州，将
再迎发展红利。《方案》中提到，
我省将以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郑州铁路口岸为依
托，逐步建立科学完善的汽车
平行进口行业管理制度，积极
推动汽车领域消费升级和产业

转型。
到2020年，初步建立辐射

中西部、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
的汽车平行进口全产业链，实
现平行进口汽车质量可追溯、
服务有保障、市场更规范。

一车一档建立车辆追溯系
统

咋开展试点？谁能最先抢
占这份“市场蛋糕”？

《方案》提出，汽车平行进
口试点对象按照规模和经营方
式分为试点平台和试点企业。

试点平台是指具有汽车平
行进口全产业链服务能力，并
为其认定和管理的会员企业提
供通关手续、仓储物流、展示销
售、售后服务、金融支持等一站
式服务的企业。

试点企业是指为满足自身
销售需求自主完成汽车平行进
口相关业务的企业。

试点对象是平行进口汽车
产品质量追溯的责任主体，要

按照“一车一档”的原则建立车
辆追溯系统。

试点范围，包括注册在河
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内的汽
车进口企业及经销商，具有独
立核算的法人资格，依法从事
进口或代理进口汽车的经营活
动，以郑州铁路口岸为主开展
汽车进口业务。

试点平台有“门槛”，年均汽
车销售额或不少于5亿

按照规定，试点平台注册
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平台
或平台投资方固定资产不少于
1亿元，拥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
的汽车销售展示和仓储面积；
近两年完成汽车进口量不少于
200 台，或进口额不低于 1 亿
元，或年均汽车销售额不少于5
亿元。同时要求，财务管理制
度健全，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纳税和银行信用良好，在工
商、海关、税务、审计等监管部
门无不良记录。

河南开展汽车平行进口试点

好消息!买进口汽车价格将更优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医疗资源上“云端”，
电子病历“全网互通”

把“互联网+”引入到
医疗领域，首要任务就是
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根据《意见》，我省将
建成互联互通的省、市、县
三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整合现有业务应用系统并
迁移“上云”。

亲，你好！你的“互联
网医院”即将上线

在“无所不能”的互联
网时代，我省将进一步开

展“互联网+”医疗服务。
《意见》指出，鼓励医疗卫
生机构应用互联网等信息
技术拓展医疗服务空间和
内容，构建覆盖诊前、诊
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医疗服务模式。

完善慢性病在线服
务，常见病处方药“线
上购”

《意见》要求，对线上
开具的常见病、慢性病处
方，经药师审核后，医疗卫
生机构、药品经营企业可
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
构配送。探索医疗卫生机
构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
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
享，促进药品网络销售和
医疗物流配送等规范发
展。

建立省级互联网监督
平台，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

根据《意见》，我省将
制定互联网诊疗依法执业
行为监管办法，将互联网
诊疗机构及人员依法执业
情况和发布医疗广告合法
合规情况作为监管的重要
内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此外，我省将建立统
一的省级互联网医疗服务
监管平台，开展线上线下
一体化监管，确保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

2018年巩义市剧本征集评审结果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增加巩义艺术的吸引力、感
召力，提升巩义文化软实力。巩义市文广新局发布《2018年巩
义市剧本征集》活动。经专家评审，现将拟奖名单予以公示。
2018年巩义市剧本征集拟奖名单
一等奖:（空缺）
二等奖：

剧本名称：《老有所依》 作者名称：管晓亮 陶敬端
剧本名称：《黄河湾》 作者名称：陈解民

三等奖：
剧本名称：《名伶恩仇》 作者名称：胡炎
剧本名称：《腰缠万贯》 作者名称：谢干文
剧本名称：《金花银花》 作者名称：马志兵

公示期为5天，从2018年12月11日至12月15日，解释权
归评委会。受理电话：（0371）64352394

2018年巩义市剧本征集评委会
2018年12月11日

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口信用社与郑州拓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口信用社与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口信用社享有的对债务人河南京开置业有限
公司及担保人郑州金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高松理、张怀伟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未偿还本金、利息的归还，债务人及担保人承担产生的滞纳金、违约金，债权人追
诉债务人、担保人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以及其他费用），已依法于2018年
10月23日转让给受让人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0月23日河南京开置
业有限公司债权本息32737242.98元（其中贷款本金22570000元，利息10167242.98元）及之
后产生的利息，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口信用社特公告通知上述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并依法向受让人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郑州市市郊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花园口信用社

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1日

郑州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和东风南路交叉口东北角绿地新都会2号楼C座22楼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71-60196100

声明
根据工作需要，经后湾张村

两委会研究决定将原后湾张村
第八届监督委员会公章停用，启
用第九届后湾张村监督委员会
公章。

特此声明。
中共汤阴县白营镇后湾张村支部委员会
汤阴县白营镇后湾张村村民委员会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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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亲！
你的“互联网医院”
即将上线
我省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侯梦菲

本报讯 小小停车位却牵
动着所有广大交通参与者的
心，尤其是今年3月起至今，本
报通过数十篇舆论监督报道关
注郑州公共停车场收费乱象的
系列报道，更让不少郑州市民
对郑州停车场未来的规划、发
展高度关注。12月10日，郑州
市城乡规划局（下简称郑州市
规划局）发布郑州都市区主城
区停车场专项规划批前公示，
按照计划，到2030年郑州市将
规划新建33.04万个停车位。

作为一名郑州车主，开车
的烦恼远没有“停车”让人焦
虑。尤其是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等医
院、商超周边，停车位往往一位
难求。

12月10日，郑州市城乡规
划局对《郑州都市区主城区停

车场专项规划》进行批前公示，
按照计划，紧俏的停车需求或
在郑州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按公示内容所示，包括了郑州
都市区城市区位图和主城区路
外公共停车场分布图。在路外
公共停车场规划方面，未来主
城区将规划刚性停车场760处，
用地面积494.66公顷，停车泊
位27.31万个；规划半刚性停车
场120处，用地面积203公顷，
停车泊位5.73万个。

据郑州市城乡规划局交研
中心项目负责人侯献良介绍
说，有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已
经引起规划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次关于停车场的专项规划规
划范围为郑州中心城区，规划
年限至2030年。用地面积合计
697.66 公顷（折合约 10464.9
亩），规划新建停车泊位共计

33.04万个。
今年6月，郑州市规划局公

布了郑州“城市交通体检报告”
（详见本报6月 21日AⅠ·04
版），报告显示，近年来郑州市
小汽车发展呈现出高速度增
长、高密度聚集、高强度使用的

“三高”特征，至2017年底，郑州
市私人小汽车保有量达到272
万辆，较 2010 年增长了 3 倍
多。对此，侯献良也表示，这些
规划的停车场及停车位建设完
成后，郑州市区停车难问题将
有效缓解。

据介绍，郑州市这些新规
划的停车场的选址将以刚性为
主、半刚性为辅，具体建设将与
城市更新同步推进，最终将形
成以配建停车场为主、公共停
车场为辅、路内停车场为补充
的城市停车格局。

停车场专项规划出炉,到2030年——

郑州计划新建停车位30余万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通讯员 熊伟 吴侦如

线上挂号、网络
支付、线上购药……
“互联网医院”即将
到来！未来看病，就
像在网络上购物一
样方便！12 月 10
日，记者从省政府办
公厅获悉，《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
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简称《意见》）已
印发。《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 ，我省
“互联网+医疗健康”
医疗服务体系基本
形成，医疗健康服务
更加优化。

12月 10日，记者从省
政府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河南省汽车平行进口试
点实施方案》（简称《方案》），
充分发挥郑州铁路口岸功能
优势，推动我省汽车平行进
口试点工作有序开展。所谓
平行进口汽车，是指未经品
牌厂商授权，贸易商从海外
市场购买并引入中国市场进
行销售的汽车。少一道环
节，我省居民购买进口汽车
的价格也将更加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