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全民健康上升到国家战略地位。

河南省儿童医院坚守使

命、履职尽责，在省市各级领

导的关心支持下，积极融入健

康中国战略，以创建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驱动河南儿科

发展全局，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成功构建儿科四级诊疗服

务体系，在方便全省患儿就医

中作出突出贡献，成为党和政

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和纽带。

3月 19 日，在 2019 年全

省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暨

行风建设会上，河南省儿童医

院等被授予 2017-2018年度

“群众满意医院”荣誉称号，并

隆重表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冰李冰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万道静万道静 河南省儿童医院前身是郑州市儿
童医院，2016 年更名为郑州儿童医
院，并被确定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主体单位。2017年，成功挂牌

“河南省儿童医院、郑州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医院”三个重
量级牌子。河南省儿童医院迎来了空
前的发展机遇。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河南省儿童医院牢记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以管理促发展，向管理
要效益，党风廉政建设持续推进，改善
医疗服务行动计划推陈出新，在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儿童健康新期待上持
续发力，强优势、补短板，严守儿童健
康生命线，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人文服务——卡通场景无
痛诊疗，呵护孩子天性，让童年
欢乐不褪色

走进河南省儿童医院东区门诊大
厅，瞬间被“欢聚城堡”“欢乐海洋”“探
秘太空”等特色主题乐园包围，哈哈
镜、动漫电影、游戏空间等设施更是带
来无穷乐趣，卡通地板、米色窗帘、手
绘彩墙、漫画艺术框等装扮着每一间
病房，特色卡通主题分布在护士站、治
疗室、走廊等医院的每一个区域，大象

“康康”和“乐乐”总在不经意间出现在
眼前……

“大象出没”的童趣化儿童乐园，
是河南省儿童医院为来院就诊患儿精
心打造的礼物。童趣化的医院环境，
分散了孩子对打针的恐惧，缓解病痛
带来的折磨。

除在环境上倾心打造备受儿童欢
迎的童趣化环境外，河南省儿童医院
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全面推行“无痛儿
医”服务理念，让患儿的康复从舒适无
痛的诊疗开始，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
更重视孩子心理上的感受，让孩子们
的童年欢乐不因疾病、疼痛而减少。

据了解，在全面贯彻落实省市卫
生系统优质服务规范以外，河南省儿

童医院早在 2014 年就开始筹备舒适
化医疗的相关工作，如今已经形成了
涵盖门诊、住院患儿以及术前、术后全
流程、多模式的镇痛方案。

对于需要检查的患儿，开设镇静
观察室，让生病的宝宝不再恐惧和烦
躁；佩戴 VR 眼镜让孩子沉浸在三维
世界里，安安静静地完成多项医学检
查；门诊手术患儿提前外敷利多卡因
乳膏来达到无痛穿刺目的；开设全省
首家儿童置管门诊，避免多次穿刺；术
前，除了有“美猴王”表演，还有智能机
器人“小能豆”和小朋友一起玩耍；成
立加速康复无痛病房，缩短患儿术后
禁食时间，提前进食，减少患儿不舒适
感……河南省儿童医院通过对患儿年
龄、手术及疼痛级别进行综合评估，针
对性提供个体化系统性的舒适化措
施，受到了患儿家长的高度赞扬，国内
儿科界也纷纷给予高度评价。

让患儿的哭声少一点、笑声多一
点，让孩子家长的担心少一点、心里暖
一点，这是河南省儿童医院所有医护
人员共同的追求。

转型发展——中外合作不
断深入，医教研共提升，保障孩
子健康成长

河南省儿童医院综合实力雄厚。
拥有在职职工总数2964人，其中博士
硕士 524人、高级职称 199人；拥有河
南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 11个、郑州
市医学重点（培育）学科 9个、省卫计
委批复专科诊疗中心 11个。长期以

来，河南省儿童医院在满足我省儿童
就医保健需求中作出突出贡献。

在省市各级领导的坚强领导下，
河南省儿童医院紧紧把握国家儿童区
域医疗中心创建机遇，扎实推进“省市
共建、市院共建、市校共建”，在“引平
台、引人才、引技术、引管理”中持续发
力，努力提高疑难危重症医疗水平，在
较短的时间内，为党和政府以及广大
人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三年来，医院引进国内外知名学
科团队 17 个，柔性引进高端人才 14
人。同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
医院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成立北京
儿童医院郑州医院管委会，70余名北
京专家在郑坐诊、查房、手术、指导科
研等，开展与北京远程会诊 531例次，
选派医护人员赴北京进修 64人，管理
团队赴京学习50人。

医院与国内外学科团队的亲密合
作极大地促进了临床能力的大幅提
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00余项，康复
医学科、新生儿疾病诊疗中心、急重症
医学科、ECMO团队、胸心外科、泌尿
外科等技术实力处于省内第一、国内
先进的水平。疑难危重病救治和核心
技术明显提升，疑难重症病种覆盖率
78.08%，核心技术覆盖率76.98%。

科研能力持续提升。陆续成功获
批河南省儿童遗传代谢性疾病重点实
验室、河南省儿童神经发育工程研究
中心、河南省儿童内镜质量控制院士
工作站、国家新生儿围产期医学专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临床药师
培训基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儿童

脑死亡判定质控合格医院等多个省级
以上科研平台。2018 年获批各级科
研立项 156 项，发表论文突破 1000
篇，其中 SCI 论文 37 篇，《JAMA》发
表论文影响因子高达 47.661。近年
来，在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儿科）医
院排行逐年递增。

2018年，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管委会成立并高效运转，深度融入“双
一流”大学建设。河南省儿童医院在
省市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随着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不断推
进，医院医、教、研等各项工作进入全
面、系统、规范提升的快车道。

河南省儿童医院一站式解决我省
儿童健康、医疗、保健需求的能力和实
力持续增强，极大地缓解了我省疑难
危重症患儿四处奔波求医的现状。

勇于担当——开拓创新践
行医改，促进分级诊疗，让患儿
看病不再难

作为我省儿科医院翘楚，河南省
儿童医院充分发挥三级医院的医疗资
源优势及公立医院公益性，着力促进
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为促进分级
诊疗制度建立作出积极尝试和努力，
让全省患儿共享医院发展红利。

河南省儿科医疗联盟由河南省儿
童医院牵头成立，目前拥有成员单位
199家（省外医院 15家），覆盖我省 18
个直辖市及其县区。河南省儿童医院
连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连接河南儿
科医疗联盟，积极构建国家、省、市、县

四级儿科医疗服务网络，在推进分级
诊疗和医疗资源下沉上作出了积极努
力，卓有成效。

联盟成立以来，共组织开展基层
医护人员培训 17 期共 1558 人，组织
大型义诊活动 277场次、一对一帮扶
277场次；120接诊成员单位危重症患
儿 16205 人次，根据转诊标准主动下
转患儿4411人次；为成员单位建设远
程医疗平台累计 150家、远程心电 10
家、远程影像15家，开展远程会诊526
人次。帮助联盟单位升级儿科亚专业
43项 554项次，帮助开展新业务、新技
术546项次；新增儿科亚专业8个。联
合成员单位合作科研课题 7项，协同
开展儿童疾病流行性调查 5项。通过
对联盟成员单位既“输血”又“造血”，
基层单位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因儿科医疗联盟工作在改善儿童
就医方面成绩突出，该院获“全国改善
医疗服务十大亮点”医院。该院科研项
目《区域儿科医院医联体高效运营的相
关研究》荣获国家级科技创新奖，在《中
国医院院长》等国内知名医院管理期刊
发表相关论文，出版国内首本医联体建
设书籍《赢在实干》，在多场次国家级论
坛会议上作典型经验交流，接待国内外
兄弟医院参观近千人次。

志存高远方能行稳致远。在河南
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河南省儿童医院在破解我省
患儿“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中勇于担
当、敢于作为，为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
疗中心作出不懈努力，尝试着将儿童
健康梦想变成现实，不负党和政府以
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重托和期望。

中原儿童的健康乐园
——河南省儿童医院为满足儿童健康成长新需求持续前行

“探秘太空”童趣化场景

多彩童趣化互动服务

“大象出没”的儿童医院

河南省儿童东区医院门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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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
年 8 月 20 日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
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
原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利 息 、罚
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以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
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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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
额（元）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

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

问，请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
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
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
为准。

5.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
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
街6号

联系人：方先生
电话：0371-6177758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的编号为“招银郑转字 2018第

005号”的《金融资产转让合同》达

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含各对应分支

行）已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保人享有

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了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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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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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债务人名称

河南丰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供销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贵星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宏宇特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鸿文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华东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华粮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淮源方欣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金誉包装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锦绣云台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酒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联通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明信包装印刷机械

有限公司

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晨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密市青屏耐火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首瑞橡胶

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

河南顺凯彩钢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5,000,000.00

10,000,000.00

29,999,899.24

20,000,000.00

29,970,000.00

9,710,000.00

45,000,000.00

9,281,407.64

4,99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8,880,215.30

9,849,027.12

5,000,000.00

49,999,890.76

5,810,000.00

2,980,000.00

9,666,833.34

5,000,000.00

8,000,000.00

10,000,000.00

15,000,000.00

利息
（人民币元）

2,639,252.48

4,606,078.35

6,087,104.71

9,174,107.63

2,996,488.42

5,309,877.24

10,237,964.41

1,670,011.71

921,952.25

7,745,625.66

9,445,375.36

1,028,095.57

1,299,702.43

2,058,503.69

11,502,923.90

948,067.16

1,512,796.80

4,809,833.11

913,106.57

1,552,278.09

1,150,358.83

2,313,197.82

担保情况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梅全伟、刘庆平

保证：新乡市中原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张健、张其雨

保证：郑州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裴广宇、王富刚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谢伟忠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刘少林、赵喜花、轩岗领、刘俊锋

保证：河南三力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奥博纸业有限公司、戴萍

保证：吴江市联泰纺织有限公司、洪祖文、洪天富

抵押：河南鸿文纺织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保证:河南省远征起重机械有限公司、韩永章、王金云

抵押：河南华东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远征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保证：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李文华、杨瑞丽、李杰、谢雄飞

保证：河南方欣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寇淮、李大红

保证：沈丘县金裕高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三门峡蓝雪包装有限公司、李中灵、位秀莲、

李琼、李飞、陈光超

质押：沈丘县金裕高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49%股权质押

保证：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崔小花、

李鲁胜

保证：河南省大河筑路有限公司、河南圣科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张俊林、梁翠英

抵押：张俊林、梁翠英名下房产

保证：河南祥龙四五酒业有限公司、郑州泰鑫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高峰、王伟庆

保证:河南鸽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荆玲鸽,刘公显

保证：丁保勋、丁创生、高素阁、丁连生、李彩红

抵押：丁保勋、丁创生名下房产

保证：许昌中科达膜业有限公司、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杜世博、黄洋洋、杜世伟

保证：世纪金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张江波、申茹冰

保证：河南省新密正泰耐材有限公司、郑州京华耐火材料实业有限公司、范建洲、

范晓莉、任健均、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瑞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程向阳、程晓萌、

程松阳

保证：河南东信轮胎有限公司、河南前进铸钢有限公司、董新

保证：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徐顺卿、李淑玲、刘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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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合计

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

司

河南新乡华宇电磁线有限公司

河南亚华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中州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鹤壁市东方钰商贸有限公司

开封欧诗宝木业有限公司

洛阳本草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方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力欧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恒丰车轮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恒丰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恒佳发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华元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许昌希福特传动轴有限公司

许昌县远大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县正和纺织有限公司

禹州市华台机械有限公司

禹州市裕兴电器营销有限公司

长葛市辰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葛市鸿雁实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金隆铝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

长葛市长久金属有限公司

郑州供销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苏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未来翔隆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00.00

10,000,000.00

2,651,148.11

10,000,000.00

15,000,000.00

1,000,000.00

14,720,000.00

20,000,000.00

9,979,996.95

14,580,000.00

20,000,000.00

30,000,000.00

10,941,585.00

4,644,660.46

4,890,000.00

3,000,000.00

25,226,693.10

4,590,000.00

3,544,897.75

20,000,000.00

10,000,000.00

2,600,000.00

10,000,000.00

6,000,000.00

7,110,000.00

227,578.02

4,990,000.00

639,833,832.79

7,412,303.63

1,117,284.07

183,188.36

4,033,117.93

5,623,511.21

234,500.69

1,199,091.17

3,061,421.47

1,454,869.30

1,484,869.92

9,609,807.28

14,450,419.66

1,527,376.45

916,086.80

805,001.31

387,984.17

4,873,044.05

2,612,569.55

654,458.74

8,910,388.54

4,125,639.34

453,486.77

2,073,643.49

3,597,243.27

1,315,251.67

11,472.46

1,391,102.23

173,441,835.72

保证：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顺凯彩钢有限公司、徐顺卿、李淑玲、

刘平均

保证：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韩勇、刘万霞

保证：秦亚、殷艳灵

保证：刘志杰、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许昌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中原圣起有限公司、徐书闯、徐明月、徐伟静

保证：安阳市洁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林州市振林区汇源副食经销部、蔡东方、谢沅蓉

保证：河南阿凡达精工家具有限公司、河南伯皇实业有限公司、赵付宽、胡梅花、胡卫平、

韩静

保证：马松利

抵押：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

保证：渑池县神龙实业有限公司、程传文、闫孙英、程金龙

保证：新乡市新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祁水生、郭玉芳

保证：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李昕远

保证: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李昕远

保证：河南许绝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袁常伟、袁旭辉、肖红宾

保证：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马法周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通达车轮有限公司、邢记成、王纪军

保证：许昌通远传动轴有限公司、长葛市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甄金风、甄志杰、肖晓燕、

张春玲

保证：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宋盛、韩艳军

抵押：许昌正和纺织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保证：禹州市兴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尹书向、尹高远、岳艳霞

保证：鄢陵县超翔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襄城县至臻电器有限公司、王国有、方淑敏、

王宗飞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杨金龙、何晶晶

保证：长葛市宇龙管业有限公司、冯根山、王书枝、冯晓伟、冯方

保证：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黄红涛、黄兰生

保证：长葛市众兴钢圈有限公司、长葛市永固建材有限公司、张福建、程芝妮、张培强

保证：河南世纪宏达铝业有限公司、谢军伟、李龙飞、赵巧红

保证:河南万力衡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宏盛建筑有限公司、王富刚、王保宏

保证：张璟、王锋花、金峰

保证：河南诺德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步彦广、王香菊、李卫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