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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资产招商暨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拟对17笔不良债权进行处置，欢迎投资者与我行洽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招商项目信息汇总（截至2019年6月30日） 单位：元

涧西区南昌路兴隆花园153-2-2103、西工区健康西路5号院5幢5B
老城区环城西路8号院1幢2-302室
洛龙区长兴街与政和路交叉口东北角13幢1-301至305,401至404
丽新南路与滨河北路交汇处君临天下1幢2-2203
西工区七一路13号院3幢4-501室、西工区七一南路海鲜市场2幢3、4号
洛龙区滨河南路61号东方金典7幢3-102、高新技术开发区河洛路9号5幢1-101
洛龙区太康路以北定鼎门街以西顺驰洛阳第一大街二期6幢1-101、太康路28号1-101
涧西区广州中路雅安名城117室
老城区北大街亚威金城桐花园1幢203号、115号
新安县新城西区黛眉地质文化广场D1-04-0401
西工区春都路126号桃源人家6幢5-402、西工区王城大道178号亚秀丽都1幢2-401室
洛龙区厚载门街306号8幢2-2601室
汝阳县刘伶路西工商局楼后
涧西区三十八号街坊1幢2-508号、1幢2-1403号、涧西区9号街坊1幢1号
西工区纱厂南路9号院2幢1-301
城关镇太学路北侧华夏南区7幢东3单元2层东户、城关镇太学路南侧帝景花园5号楼西门5层东户、城关镇商都路南和顺广场2幢1单元2903室、王城大道西、古城路南奥体花城14幢1-601室
城关镇太学路北侧华夏南区7幢东3单元2层东户、城关镇太学路南侧帝景花园5号楼西门5层东户、城关镇商都路南和顺广场2幢1单元2903室、王城大道西、古城路南奥体花城14幢1-6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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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债权有收购意向者请于2019年8月2日17点前与我行联系，意向买家超过两家我行将采取公开竞买的方式转

让，仅有一家意向买家竞购我行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处置。

以上项目详细情况可到我行签署保密协议后阅卷或与工作人员面谈。

联系人：李经理、王经理 联系方式：0379-62279085、0379-62279070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2019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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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
讯员 史继静）河南法制报记者 7 月 9 日
从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获悉，按照《干
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
和《关于做好 2019 年干细胞临床研究监
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该院
成功通过国家卫健委专家的评审，完成
备案，成为我省第 3 家干细胞临床研究
机构，同时烧伤科一个临床研究项目也
完成备案。

干细胞治疗是当前医学研究的热点
和前沿领域，我国已将干细胞研究写入

“十三五”规划，成为重点发展项目。近
年来，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高度重视细
胞治疗的研究工作，建有郑州市干细胞
转化与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河南省
干细胞转化与应用医学重点实验室，引
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五临床中心王福生院
士细胞治疗医学团队助推平台建设。

据了解，此次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
和项目同时备案成功，标志着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干细胞临床研究迈向新的高
度，将推动该院烧伤科及其他学科的快
速发展，为许多危重病和疑难疾病的治
疗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
讯员 张元龙）近日，郑州市卫健委印发

《关于印发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创新试
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启郑
州市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创新工作。

此次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要落实 3
个目标任务：落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主
体责任，推进医疗机构依法诚信执业；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规范执业
行为，维护行业声誉，引导媒体舆论监
督，促进依法诚信执业；创新政府监管
手段，探索推进卫生健康综合监管信息
资源共享、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打造“智慧卫监”。

该通知要求，各试点地区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抓好落实，强化保障措施；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试点
地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指导和支持；
要加强跟踪总结，对照试点工作方案，跟
踪试点工作进展。今年 12 月，完成“智
慧卫监”创新试点工作。2020年 7月，对
医疗美容机构进行星级评定，主动公示，
接受社会监督。2020 年 8 月是总结完善
阶段，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结合实际
进行完善，迎接国家卫健委的评估。

郑州医疗服务
多元化监管试点启动

情绪波动直接影响血压波动，保持稳定愉
悦的情绪是稳定血压的关键。紧张、压抑等情绪
会使交感神经和肾上腺髓等活动增强，直接导致
血压升高。因此患有高血压的人要心胸开阔，
保持愉悦的心情，保持镇定，不激动不妄想。

经常运动可提高心血管系统性能，并降低
血糖和血脂浓度，缓解和预防高血压。减肥也
是降血压的方法之一，它不但可以降低血压，
还可有效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减肥应适当控
制饮食，增加活动量，不能乱用药物减肥。

根据人体的生物钟节律，必须养成按时睡
眠、按时起床、按时就餐的良好习惯，规律的生
活是稳定血压、健康的保证。因此，高血压患
者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睡前一小时避免过
多的思维活动或看电影、电视等。

多吃一些含维生素C较高的新鲜蔬菜和
水果。维生素C参与细胞间质的生成和体内
氧化还原反应，参与代谢反应，并具有加强排
泄胆固醇的作用，使血脂含量降低。

少吃辣椒等刺激性食物，少喝浓茶、咖
啡等，不吸烟、少饮酒，多吃清淡富含蛋白质
的食物（豆制品、猪血等）。

摄入的盐量增加，必然引起钠水潴留、血
容量增加，使心脏排出量增加导致血压升高，
加重心脏负担，因此，要限制盐的摄入，每日控

制在5克以下。

帮助排便的食物有很多，多吃含纤维素多
的食物，如芹菜、豆类等。这类食物可以抑制
胆固醇的吸收。

（郑州市健康教育所）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讯员 索
晓灿）今年 7月 1日是中医药法贯彻实施两周
年。两年来，我省广泛开展中医药法法治宣传
教育，印发并实施相关配套文件，为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截至去年年底，我省共有中医医院587家，
开放床位8.17万张。中医药法实施后，中医诊
所由过去的审批制改为审批制和备案制并行，
全省已经备案670多家中医诊所。

据了解，《河南省实施〈中医药法〉办法》的
出台工作正在推进中，此外，我省还印发了《河
南省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
册管理实施细则（暂行）》，鼓励具有医学背景

人员通过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支持符合条件的
中医医师带徒授业，严格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
员的考核管理。“我省将每年组织一次中医医
术确有专长人员的医师资格考核，对实践技能
和效果进行科学量化考核。”省中医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说。目前，资格考核工作已经完成市
级报名审核、走访和公示，即将进入省级报名
审核阶段。

两年来，我省多次组织开展培训，引导中医
药工作者贯彻落实相关法律、规章及制度，连续
3年开展全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人员
中医药知识与能力培训，寓监管于服务，寓监管
于发展，依法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看我省如何
依法保障中医药发展

我省有了第3家
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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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不要吃动物脂肪，比如猪油、
奶油等，也不能多吃胆固醇高的食物，如蛋黄、
鱼子等。平时多食用植物油，如菜籽油、大豆
油等，多吃碘含量高的食物，如海带、紫菜等。
碘可以预防动脉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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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健康教育所
重点疾病防治宣传专栏（十四）

八招远离高血压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

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如何
远离高血压呢？专家为您支八招。

中医药法实施两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