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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台账民生

3月 25日至29日为

“中国麻醉周”，今年活动

的主题定为“敬畏生命，关

注麻醉——安全舒适保

健康，麻醉医生在身旁”。

这两天，省会各大医院纷

纷启动了“中国麻醉周”主

题宣传及义诊咨询活动。

随着近年来医改的

深入推进以及人民群众

健康需求的变化，麻醉医

生已成为打造无痛与舒

适化医疗的重要力量。

从关注“术中”到关注“全程”

从保障生命安全到无痛舒适化诊疗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大夫，我上一次生孩子是剖宫产，
这次做无痛人流对身体会有影响吗？”3
月 25 日上午，在省人民医院的麻醉门
诊，32岁的陈女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在咨询。麻醉医生邹旭丽对她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评估，让陈女士焦虑紧张的情
绪缓解了很多。

从手术室“幕后”走向门诊“前台”，
麻醉门诊的开设，让以往麻醉术前风险
评估、术前检查等准备工作“前移”，同时
还能提供麻醉专业的特色治疗。这正是
近年来麻醉医学领域所倡导的“围术期
医学”理念的生动体现。

这样的理念也深刻影响着麻醉学科的
发展与完善。去年11月，河南省人民医院
率先在全省更名成立“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随着医疗核心观念的转变，麻醉医
生不只是术中管理的‘中间医生’，而是全
程关注并参与患者诊疗的围术期医生。”
该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主任张加强说。

据新华社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4月1日
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出入境
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并继续执行“只
跑一次”标准，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
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上述出入
境证件，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出入境证件实行“全国通办”后，
可实现三个“都能办”：全国各地都能
办，即内地居民可在全国任一出入境
管理窗口申办出入境证件；内地居民
都能办，即不受户籍地、居住地等条件
限制，内地居民均可在异地申办出入
境证件；出国出境证件都能办，即中华
人民共和国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等都可在异地申

办。据悉，这次推出的新举措包括异
地申办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可在自
助签注机上办理，立等可取。

据估算，2019 年将有 2100 万以
上人次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今后还
将逐年大幅增长。“全国通办”的实施，
改革调整了以往在户籍地申办出入境
证件的规定做法，今后内地居民不再
需要为办证专程往返户籍地，既节省
时间成本，又节约吃、住、行费用，有效
减轻群众办事办证负担。据估算，仅
交通费一项第一年度即可为群众节省
200 亿元以上。同时，有关企业外地
员工出国出境不再需要回户籍地办理
出入境证件，有效节约经营管理成本，
提升企业竞争力，为企业的发展创造
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3月25日，省
污染防治攻坚办向我省广大城乡居民发
出倡议，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
俗，倡导文明祭祀，减少环境污染。

清明是缅怀英烈、悼念先人、扫墓
祭祖的时节，然而祭祀活动中随地烧
纸钱、放鞭炮，既严重污染大气环境，
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据环保部门
历年数据显示，清明期间生物质燃烧
占比可升高 10个百分点，全省的空气
质量也明显恶化。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建议，今年清
明节期间，各地加强管控措施，大力提
倡文明祭拜、低碳祭扫、定点焚烧，以
敬献鲜花、植树绿化、踏青遥祭、经典
诵读、网络祭奠等低碳、环保、文明的
方式替代传统祭祀，共同维护生态环
境。不在街道、小区、公园、广场、十字
路口等公共场所焚烧纸钱、摆放祭品、
抛撒冥币、鸣放鞭炮、焚烧高香，严控重
点区域内的焚烧现象，及时清理灰烬，
降低污染的同时减少火灾发生。③9

术前会诊 术中管理 术后跟踪

无痛就医 智能舒适更贴心

3月 26日，结束了一上午连台手
术的省人民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
科副主任张伟掏出手机，点击安装在

上面的一款“REHN移动
查房”APP，查看手术病
人的术后镇痛情况。在
这个智能化信息管理系

统平台上，患者姓名、病区床号、镇痛
泵输液进度、手术时间及病种等信息
一目了然。

“相比以往的口头传达、人工随
访 ，现 在 设 置 在 镇 痛 泵 内 的 无 线
wi-fi 基础上的智能化镇痛管理系
统，术后病人可实现自控镇痛，医生

通过手机端即可随时查看镇
痛情况，实现了对术后病人
随 时 跟 踪、‘ 床 旁 ’即 时 服

务。”张伟对此感触颇深。
此外，省人民医院麻醉与围术期

医学科还专门设置了 24小时疼痛热
线，并抽调专人进行麻醉后康复随访
与诊疗。正是基于这样功能完善、科
学规范的疼痛管理模式，该院术后疼
痛发生率近两年来远低于国内术后
疼痛发生率的平均水平。

搭上“互联网+”的这趟快车，麻醉
医生今后将离我们更“近”一步。③4

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
醉重症监护室（AICU）正式亮相，迈
出了我省麻醉重症医学的重要一步。

据该院副院长苟建军介绍，开设
麻醉重症监护室是新时代麻醉医疗
服务质量和安全的新需求。“今后，所

有四级手术术后患者，以及其他术
中、术后出现手术并发症，不能够平
安、及时返回病房的手术患者，都将
首先入住麻醉重症监护室进行专业
治疗。”

如果说在手术室开设麻醉ICU是

为重症患者“保驾护航”，那么开展分
娩镇痛则是让孕产妇得到无痛舒适化
就医体验。国家卫健委近日公布了第
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点医院名单，我
省有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等39家医院“入围”。

智能化管理把麻醉医生“留”在身边

4月 1日起

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发出倡议

文明祭祀 减少环境污染3月25日，郑大一附院郑东院区手术室内，麻醉医生正在做术前准备。
当日，“2019中国麻醉周”河南站活动启动。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3月 25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自 2018 年 10
月中旬郑州市开展电动自行车免费安
装防盗车牌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有
235万辆电动自行车完成上牌登记。

负责上牌工作的河南移动郑州分
公司移动物联网中心主任杨洋介绍，经
郑州市相关部门研究决定，免费安装车
牌延期至3月 31日。4月 1日起，免费
安装防盗车牌工作结束后，针对新购置
的电动自行车，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标准的，登记安装车牌产生
的费用由车主自行承担，不符合《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将不予

登记安装车牌。没上牌的非国标电动
自行车，如果不能提供合法手续，将会
被相关部门查处，直接影响上路行驶。

4月 1日以后新购买的电动自行
车如何办理登记上牌手续？杨洋说：

“目前我们已与电动自行车销售点和
维修点合作，在郑州市区成立了多个
电动自行车上牌微型工作站，在店铺
内开设上牌服务，群众购买符合《电动
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标准的新车后，
现场即可办理上牌手续。”郑州市民可
通过关注“智慧家园e”微信公众号，查
看上牌网点具体位置、国标车和非标
车的标准规定。③5

郑州电动自行车上牌达235万辆

免费上牌本月结束

郏县在全省率先探索“区内修复、区外补偿”矿山修复新模式

灰色矿山变身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3 月 26日，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
限公司矿区内，新栽植的油松、侧柏等
绿意浓浓、生机勃勃；矿区外侧，杏树、
梨树等枝头花蕾朵朵、含苞待放，为周
围环境平添了几分春意。

据了解，郏县现有生产矿山企业7
家。矿产经济为当地经济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但也正因为长期露天开采，
造成灰土纷飞，沟壑纵横，对生态环境
产生了一定的破坏。

如何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
调发展？近年来，郏县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

“生态立县”为发展战略，通过开展大
规模国土绿化，推动绿满郏县、绿秀郏
县、绿美郏县、绿富郏县，让绿色成为
郏县最亮丽底色。

“按照‘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
则草、宜景则景’等原则，探索实施‘区
内修复、区外补偿’的矿山生态修复模
式，构建起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
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新机
制,全面推进露天矿山环境治理、生态
恢复，最大限度减少裸露地面，增加绿
化面积，实现绿色矿山建设、矿业经济

绿色发展。”郏县县委书记丁国浩说。

区内修复 露天矿区披新绿

“去年以来，我们投入 1200 多万
元，在 60多万平方米的废弃矿区内，
栽植了侧柏、大叶女贞、梧桐等常绿树
木和核桃、柿子等果树共计 2.5 万余
株。”3月 26日，郏县众合建材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王云告诉记者。

去年，郏县县委、县政府结合实际
情况，按照“受损农地再利用、废弃矿
山搞绿化”的指导思想，编制了《郏县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综合治理规划》，
动员各涉矿乡镇、各矿山企业开展矿
山修复和生态补偿工作，对露天矿山
矿区及其周边影响区开展植树复绿，
恢复和改善被破坏的植被、地形地貌
等，逐步构建起“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

据了解，“区内修复”主要在矿山企
业采区内，进行复土复绿，同时对矿区
道路两侧植树绿化、悬崖峭壁挂网复

绿；各矿山开采面资源没有采尽、没有
完成生态修复的，一律不得再开新坑
口、新采面；对于一些无主废弃坑口，则
由各乡镇政府开展恢复治理工作。

与此同时，按照“一矿一策”原则，
郏县自然资源局组织指导全县矿山企
业编制完成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严格按照矿山企业修
复治理方案要求，有针对性地对矿山
企业下达阶段性修复治理任务，明确
完成时限及修复治理标准。

在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限公司的
一处坡地上，厚厚的红土上植满了绿
意盎然的洒金柏。为修复废弃开采
区，该企业购土填坑、引水上山，为矿
山迎来了“绿色卫士”。

区外补偿 昔日荒山绿满园

3月 26日，郏县茨芭镇中蛇山上，
一道道梯田从山脚层层盘旋而上，马尾
松树苗在阳光照耀下青翠欲滴。“这里
是平顶山富宇建材有限公司的生态补

偿区，由造林大户前期开挖好梯田，富
宇公司提供树苗并进行后期管护，确保
种植常绿树种达 80%以上，成活率在
70%以上。”茨芭镇镇长刘世杰说。

按照“谁破坏、谁治理”“边开采、
边治理”的原则，郏县在对矿区内进行
生态修复的同时，把矿区边沿周围
500 米（左右）范围内纳入义务植树
区，义务植树区内由相关矿山企业负
责，全部植树造林；对于一些交叉重复
地区或者周边不到 500米的范围，由
政府部门协调，在其他适宜植树造林
的地方，另外选择生态补偿区，以完成
生态补偿任务。

去年以来，茨芭镇在浅山丘陵区
开挖造林梯田，作为当地矿山企业的
生态补偿区，实施植树造林、生态修
复。目前已栽植五角枫、油松、大叶女
贞、侧柏等耐旱树木15万余株。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截
至目前，郏县先后在黄道镇、李口镇、安
良镇等地建立多个矿山修复生态补偿

示范区，各矿山企业共计投入绿化资金
7000多万元，累计完成矿山治理及生
态补偿区植树复绿1.4万多亩。

三方受益 综合效益最大化

3 月 26日，郏县安良镇三岔沟村
附近的二龙山上，十多台挖掘机隆隆
作响，不停地在平整土地。“我们计划
在 10 天之内平整出 2000 多亩梯田，
月底前全部栽种上树苗，高标准完成
生态补偿任务。”郏县中联天广水泥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魏要伟说。

针对“年年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
不见林”等问题，郏县建立了由县自然
资源、林业、环保及辖区乡镇、开采企业
等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时通报
各开采企业生态修复进展情况，及时解
决企业在生态修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去年以来，全县先后召开9次
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推进会，为开采
企业解决生态修复问题20余个。

据郏县自然资源局局长李政杰介

绍，“区内修复、区外补偿”的模式，使
企业成为造林绿化主体，既减轻了政
府财政压力，也增加了矿区的绿化面
积，为附近群众带来了绿色收益，实现
了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受益的效果，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

社会效益增加了。今年以来，全
县累计完成造林5.6万亩，而通过矿山
生态修复，就预计完成造林近 2万亩，
绿满郏县，绿美郏县，更近一步。

生态环境变好了。矿渣遍布，灰
土飞扬等现象得到改善，曾经的荒山
披上了浓浓的“绿衣”，家住二龙山附
近的村民告诉记者：“再也不担心下雨
天水土流失冲毁庄稼了，周围也有一
个清洁、舒适的环境了。”

经济效益提高了。村民通过参与
植树、浇水等，平均每人每天有近百元
收入；耕地林地面积增加，种植核桃、
桃树等林果，也能够增加当地居民收
入。

全县历史遗留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率将达到 75.3%，生产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率达到100%；露天矿山全面达到
绿色矿山建设标准……随着矿区生态
治理和恢复，郁郁葱葱的林木将笼罩
着昔日的灰色矿区，一个生机盎然、生
态宜人的绿色矿山也呼之欲出。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含
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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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借款
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

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
名称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0371-87008406 电话：0371-61779630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CBD商务外环路3-1号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序

号

1

2

3

债务人

河南东油国连

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灿基业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昌昇实业

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元）

44808073.84

49949747.30

3956669.31

利息余额（元）

46646234.02

50810309.05

1375793.04

本息余额(元）

91454307.86

100760056.35

5332462.35

担保人名称

河南东风汽车油品有限公司、冯萍、梁冰、梁爽、路学文、原新华

河南东风汽车油品有限公司、陈淮生、于丽霞、冯萍、梁冰、路学文、原新华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河南太极置业有限公司、屈亚脊、金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截至2018年 11月 12日）

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