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市、区）

金水

二七

中原

管城

惠济
上街

高新

郑东
经开
港区

巩义

中牟

登封

新郑

新密

荥阳

医院名称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黄河中心医院
河南省职工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郑州大桥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郑州和康医院
郑州市骨科医院
河南省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五三中心医院
河南电力医院
郑州市中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医院
郑州京美医院
郑州西区中医院
郑州颐和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河南省省立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
巩义瑞康医院
巩义市阳光医院
巩义市中医院
中牟县妇幼保健院
中牟县人民医院
中牟县中医院
郑州市第十六人民医院
登封市妇幼保健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
登封市三康医院
登封市中医院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
新郑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
新郑市人民医院
新郑市中医院
郑州煤炭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新密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新密市中医院
郑州瑞祥医院
荥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荥阳市妇幼保健院
荥阳市人民医院
荥阳市中医院

地区名称 定点医院名称 定点医院类别

附：130家定点医院名单

省直 河南省人民医院 省级定点
（共2所）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省级定点

郑州市
（共6所）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省级、市级定点
荥阳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郑市公立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密市中医院 县级定点
登封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中牟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开封市
（共5所）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市级定点
开封市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尉氏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杞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通许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洛阳市
（共10所）

洛阳市传染病医院 市级定点
偃师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孟津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安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伊川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宜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汝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洛宁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嵩 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栾川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平顶山
（共6所）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舞钢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叶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宝丰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郏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鲁山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安阳市
（共5所）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林州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内黄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汤阴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安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鹤壁市
（共3所）

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浚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淇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乡市
（共9所）

新乡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新乡市传染病医院 市级定点
辉县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卫辉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延津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原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封丘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获嘉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乡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焦作市
（共7所）

焦作市第三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沁阳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修武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温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武陟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博爱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孟州复兴医院 县级定点

濮阳市
（共6所）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濮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南乐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清丰第二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范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台前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许昌市
（共6所）

许昌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鄢陵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襄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长葛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许昌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禹州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漯河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临颍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舞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医院 县级定点
卢氏县中医院 县级定点
灵宝市第一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渑池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南阳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南召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桐柏县中心医院 县级定点
唐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方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镇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内乡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社旗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淅川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西峡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商丘市立医院 市级定点
睢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虞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柘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宁陵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民权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夏邑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信阳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潢川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信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淮滨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罗山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息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商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光山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市级定点
商水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淮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西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沈丘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郸城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太康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扶沟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
正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遂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西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确山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汝南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上蔡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泌阳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平舆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漯河市
（共3所）

三门峡
（共5所）

南阳市
（共11所）

商丘市
（共7所）

信阳市
（共10所）

周口市
（共9所）

驻马店
（共9所）

济源示范区 济源市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

巩义市 巩义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兰考县 兰考县中心医院 县级定点

鹿邑县 鹿邑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新蔡县 新蔡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长垣市 长垣市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滑 县 滑县中心医院 县级定点

邓州市 邓州市中心医院 县级定点

永城市 永城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 县级定点

固始县 固始县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汝州市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县级定点

地区名称 定点医院名称 定点医院类别

关于(2018)豫02执17号张杨莎莎申请强
制执行杜洪磊、河南光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怡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许昌
怡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为敦促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经申请执行
人申请，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对以
下拒不履行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予以曝光，并
接受群众举报。

被执行人:杜洪磊，男，1972年9月21日生，
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15号院28号楼10
号，公民身份号码:41010519720921＊＊＊＊。

被执行人:河南光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组织机构代码:61440506-1，住所地郑州市
大学南路6号，法定代表人:杜洪磊。

被执行人:平顶山市怡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4006700868353，
住所地平顶山市高新区建设路东段汽车交易中心
对面，法定代表人:宋涛。

被执行人:许昌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1000770869386W，住
所地许昌市前进路与许州路交叉口汽车公园内，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上述被执行人共尚欠款总金额:14873436
元及其利息、迟延履行金。申请执行人承诺:举

报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查证属实并由法院执行到位，在扣除必要费用
后，按申请人从法院实际分配得到的剩余执行
款金额中的1％作为奖金奖励举报人，该悬赏奖
金由法院从执行款中代为发放，本公告悬赏期
限直至本院被执行人债务全部履行完毕。

如知晓上述被执行人的人身下落、财产线
索的群众，均可向本院举报，举报电话
0371-23806312、18237847319.本院将对举
报信息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登记，经本院核实
举报属实，且根据该信息执行到案款的，本院将
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奖励条件和奖金直接划
付举报人。本院承诺维护举报者的利益，严格
做好举报者身份信息的保密工作。

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悬赏公告
15890190199

我省130家定点医院收治新型肺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晓敏

本报讯 1月22日，河南省卫健
委公布了《关于印发河南省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名
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
中指出，目前，我省各地结合实际共确
定了130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昨天，李女士发烧了，因正逢“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闹得人心惶惶时，
该去哪就诊？“老百姓发热，先去各个
医院的发热门诊排查即可，确诊后，
才去定点医院救治。”省卫健委相关
工作人员说。

《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等，加强医疗机构预检分诊、发热
门诊管理，强化早期识别意识，做好发

热患者预检分诊、登记、报告工作，注
意询问发热患者有无两周内在武汉居
住或旅游史，认真做好病例排查等。

《通知》称，省卫健委要求，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结
合本地实际，制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预案，成立
辖区内和医疗机构内医疗救治专家组
织。还要防范医源性传播和医务人员
感染。

省卫健委还要求，各级定点医院
要做好医务人员、隔离病区、治疗药
品、诊疗设备、防护用品、感控管理等
应对准备工作。各地要梳理掌握辖区
内医疗救治资源，必要时整合相关医
疗资源，支援定点医院医疗救治工作。

2020年1月23日 星期四 责编 贺笑天 美编 季枫

今日关注AⅠ·04抗击新型肺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浩

本报讯 22日晚11时许，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发布全市二级以上设有
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

郑州这些医疗机构
设有发热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