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侯秀莲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商
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如下清单中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侯秀莲。现特此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现请如下
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依照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向侯秀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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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借款人的身份信息及借款合同号本公告中不再予以公式，以借款
票据号和核实的信息为准。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廉存光 15803700168
受让人联系方式为:侯秀莲 13903700128
特此公告
下列债务人未如期履行还款义务，现予以公告催收，请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15日内自觉履行还款义务。 名单如下：
张怀敬、张永军、沈长国、吴丰收、尹善正、李修详、祁让生、吕玉红、祁让生、吕

金奎、郭来志、郭云启、李藏义、刘敏杰、吕金龙、郭来生、吕玉州、郭来志、吕玉州、
吕玉州、祁让生、刘敏刚、郭来全、吕玉红、郭来志、吕金龙、郭来珍、郭庆林、郭云
房、吴俊魁、杨启学、刘会军、吴俊魁、李建华、郭来新、郭云力、吕金龙、郭恒报、王
啟玉、刘会田、熊修魁、高胜、侯良动、吕玉江、刘会军、郭恒立、李修道、张中民、郭
庆付、郭恒林、张安良、袁保燕、刘会保、白卫东、王啟玉、吕金彪、郭新田、吕红伟、
吕红伟、郭云珠、王啟玉、侯良动、袁红成、刘祥海、郭德亮、郭云青、郭来付、朱新
装、李秋云、白青华、豆道先、翟玉婷、袁红成、郭纪生、霍亚彬、霍亚彬、白桂林、荣
学军、韩学书、马凤英、霍亚彬、张中民、周富强、刘敏恂、王广书、刘爱中、白青华、
朱铁庄、郭恒立、刘会超、郭云青、白立军、侯良动、刘会海、孟凡芝、王起奎、刘平
建、田燕燕、李修建、刘杰、刘洪昌、李云停、谢英华、赵赞、王礼乾、王现力、王学停、
李志停、王停利、廉存荣、肖冬华、李如英、王晓林、王伯勤、王坤朋、王伟丽、刘会
军、刘安运、刘东洋、邓凤玲、王啟玉、史有海、薛信生、陶中亮、史有海、史运红、邱
向真、陈钦修、陶红丽、郭秀娟、李景荣、郭利娟、郭素娟、施杰、苑敏、苑英、王帅、李
凤芝、王帅华、王帅兵、郭明亮、刘文帅、李庆华、刘如意、白西安、白西安、郭来东、
洪秀云、刘会中、郭来喜、张久玲、马喜良、崔玉萍、白桂林、吕玉州、窦爱萍、刘会

传、吕玉红、张立才、谢中金、谢中金、张立才、谢建峰、谢中金、李俊岭、王跃明、侯
正利、侯正良、吴言峰、王守云、李俊岭、吴言峰、张东亮、陈明敬、曹洪友、张立才、
陈钦超、李先锋、谢中金、刘俊其、刘会传、翟彦冬、程素兰、朱思德、崔身亮、李勇、
李勇、高代兵、高胜、刘新祥、邓身坤、张秀峰、刘会卿、崔文见、翟彦志、魏玉亭、郭
绪田、李俊福、周仁亮、田厚启、胥敬坤、侯时民、郭绪海、刘爱中、郭绪海、李俊杰、
高金重、曹士学、翟永军、王翠亭、王启彬、尚学景、侯正亮、侯贤玲、翟纲迠、陈钦
华、郭来珍、陈立杰、陈诗利、郭来义、石允祥、张占坤、李勇、侯正利、刘伟、翟纲友、
周玉峰、石国庆、胥敬坤、马书文、史友海、田厚亮、侯公明、陈若中、刘会钦、王金
轩、李业文、楚才福、谢时现、侯良民、李业红、周学才、王习福、祁让学、韩言福、武
付安、陈钦俭、刘会德、刘德广、张培显、李成忠、曹洪会、张玉谨、张长友、曹传云、
张长现、孔凡杰、李国运、孔庆喜、郭明玉、谢时宽、张文忠、李明付、边传国、程东
坤、程崇昌、王修才、徐文杰、田建立、李风连、祁友清、王百林、张德海、施长志、吴
明勤、张德合、郭恒新、郭来涛、徐文友、张培显、武付安、王瑞廷、武付安、黄雪明、
刘克士、刘德东、刘德现、翟献武、王守道、霍新瑞、翟桂英、邓红彦、王廷银、霍涛、
刘德学、许传义、张西亚、孟海涛、王君廷、朱敏锋、刘德桂、石允祥、邓传芝、王瑞
廷、孙志亮、吕玉昌、房贵生、王勤望、夏运贤、黄雪明、杨万里、刘克堂、刘会田、李
业宽、刘德先、张相伦、刘德刚、肖登学、王道书、闫德强、王廷华、刘得军、张相全、
张士花、吴铁柱、吕金贵、熊修魁、熊修魁、李成中、刘伟、刘书光、曹洪友、范尚宏、
郭振青、施运动、吕金贵、武付安、杨万里、胥敬伦、霍亚彬、李恪付、陈钦亮、陈杰
明、李禾义、陈钦先、李传书、陈若中、陈钦朋、陈芳亭、陈明敬、陈明建、陈钦瑞、陈
明照、陈显明、陈若学、陈若青、陈若东、陈明山、陈伟、陈钦林、陈若志、陈若勇、陈
钦建、陈涛、陈钦雨、李和亮、陈钦领、陈文平、陈钦海、陈体明、陈若军、陈钦敬、陈
钦作、陈钦忠、陈钦贵、王义昌、陈志明、李公平、陈钦齐、陈钦杰、陈钦伟、陈钦志、
陈钦海、陈玉明、陈若彬、陈钦灵、李传普、陈若祥、陈义明、陈山峰、王得强、刘会
钦、李成中、闫超贤、刘兵、付玉勤、刘文俊、刘会江、白青华、侯战争、闫公保、张素
强、张素强、吴险锋、马继亮、霍现先、贾彬、陈韬、霍心芳、刘新建、王建、曹彦华、陈
明举、郭恒法、马家金、霍现伟、陈书涛、张士领、刘会江、胥涛、张美、师秀玲、师秀
玲、廉秀玲、高才俊、贾其超、马书全、谢时现、魏正民、李兵、马诗金、张安利、谢时

现、吕金彪、李业周、王培建、周学才、崔申福、张家超、陈若雪、陈西明、王长青、王
海里、王迠国、李成中、王根廷、张玉锦、谢行方、陈钦林、谢中江、崔银良、陈钦兰、
马书全、张红君、张自彬、刘平建、郭来芳、刘克堂、吕金贵、王长青、石长传、石长
友、李齐才、石长传、王启彬、刘伟、刘自力、刘付李、刘文帅、刘自华、刘自军、豆身
亭、刘自全、李杏彬、李秀义、刘自新、谢秀娟、翟继成、翟彦平、刘德方、西马村委
会、霍志刚、邓传欣、刘文平、邓伟欣、石长青、李景兰、刘祥海、郭德亮、刘德池、刘
克锋、张中华、张申华、王勤超、王勤超、王勤超、王安尊、曹洪清、王习坤、王勤勋、
陈钦林、耿忠国、霍亚彬、张家春、李兴海、郭修林、郭修明、李俊立、李晓华、崔申
海、刘东洋、祁明奎、李庆华、关修义、吴明玉、吴明玉、李云宏、刘会广、高代书、霍
心芳、王慎杰、崔其才、刘德现、谢晓美、王自来、霍艳梅、王海里、胡秀兰、陈钦亭、
陈建华、陈庆立、陈钦杰、霍现涛、吕金星、郭志宏、胡生峰、吴景连、杨秀丽、白清
忠、王海里、霍彦梅、郭恒东、韩世君、霍卫国、郭云兰、王进亮、郭亮、崔红亮、李素
霖、郭恒新、王新胜、王守亮、肖登峰、李玉霞、朱纯峰、孙艳华、谢行军、王守萍、胥
敬启、肖文广、廉存荣、肖文志、肖登科、马书全、谢时金、马凤英、郭恒身、王学廷、
刘胜利、王廷利、王礼祥、王学廷、王长青、李业周、刘会超、崔永超、曹彦华、王亮
廷、王学田、王学田、余丽霞、郭玉东、刘爱中、马书全、纪成显、康燕、康燕、张相杰、
高俊卿、曹红先、崔申亮、肖德书、谢时云、郭生、翟纲臣、刘德坤、王美兰、王停涛、
霍献法、赵立刚、廉玉玲、石长春、马书文、马加祥、马书金、吴文锋、王习涛、曹继
亮、张申学、闫友书、马继亮、刘俊田、霍献涛、马书全、马长春、刘会海、刘平建、王
守亮、马书利、马书松、张忠江、李景兰、李景兰、史秀勤、郭云超、李云亭、谢英华、
袁笑、刘红雅、刘化厂、郭恒杰、谢世全、王守亮、肖登科、肖登科、肖登科、王坤朋、
李茹英、王晓林、王伟丽、郭修琴、刘会军、陶红丽、刘安远、刘东洋、王启玉、李齐
身、刘文帅、李云亭、施杰、郭素娟、郭明亮、郭秀娟、李景荣、李景连、郭利娟、魏新
闻、郭秀英、翟继同、翟继同、马爱芝、王东梅、杨圣春、刘海军、刘海军、刘胜利、王
守玉、王守玉、王守亮、肖登科、肖登科、刘海军、刘海军、杨圣春、王习山、郭来东、
刘文帅、王习涛、刘德现、王廷贤、霍现安、刘东洋、刘东洋、崔玉萍、李庆华、吕玉
州、李景峰、马斌、杨文根、王明才

商丘华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侯秀莲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汝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经汝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4（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

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地块设有底价，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9年11月12日至2019年12月

09日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
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9日17时00分。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
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报价时间及网址
wg-2019-7-1地块：2019年12月2日08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1日09时30分；
wg-2019-7-2地块：2019年12月2日08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1日10时00分;
wg-2019-7-3地块：2019年12月2日08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1日10时30分。
wg-2019-7-4地块：2019年12月2日08时00分至

2019年12月11日11时00分。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

资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
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
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
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
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
过，造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
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

回。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
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
网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
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
响您的报价、竞价。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5-3331551
联系人：祝红亮

霍云鹏
汝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2日

（汝自然资网挂[2019]07号）

序号 地块编号 地块名称 地块面积（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建筑限高（米） 起始价（万元） 保证金（万元）

1 WG-2019-7-1
2017-（一）
乡-A

57208.4
（85.81亩）

城镇住宅
用地

1.0≤容积
率≤2.0

≤30% ≥30% 70 60 2200

土地位置 有无底价

有底价

2

3

WG-2019-7-2

WG-2019-7-3

2017-（八）
乡-F(1)

2017-（八）
乡-E

53774.79
（80.66亩）

49533.8
（74.3亩）

城镇住宅
用地

≤30%

≤30%

≥30%

≥30%

70

70

60

60

有底价

有底价

2000

1800

2400

2200

2000

4 WG-2019-7-4
2017-（八）
乡-F(2)

41044.3
（61.57亩）

零售商业
用地

≤45% ≥25% 40 60 有底价 2000 2200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条件通知书》。

白杨路以东、学
苑东路以西

国道207以北、春风路
以南、桃李大街以西、杏
坛大街以东

学苑西路以东、
春风路以西

国道207以北、春风路
以南、桃李大街以西、杏
坛大街以东

城镇住宅
用地

1.0≤容积
率≤2.0

1.0≤容积
率≤2.0

1.0≤容积
率≤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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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堂

◀昨日是第十
三个“联合国糖尿病
日”，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内分泌老年病科、
医联体、健康管理科、
眼科、营养科、党办等科
室通力协作，开展义诊活
动和健康教育讲座，获得
了患者的好评。

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
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从 2019年 11
月至2021年12月，我省将提升全省医疗机构电子
病历信息化水平，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改善群众
就医体验，促进“智慧医院”发展。这是河南法制
报记者从省卫健委 11月 12日召开的全省电子病
历“升级战”视频会议上获得的消息。

为了实现电子病历“升级战”目标，全省医疗
机构电子病历“升级战”分为 4个阶段进行：2019
年 11月至 12月，宣传发动阶段；2020年 1月至 12
月，升级攻坚阶段；2020年8月至11月，评估达标
阶段；2021年1月至12月，巩固提升阶段。

省卫健委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在电子病历

“升级战”过程中，思想上要主动作为，行动上要
密切协作。各级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电子病
历信息化建设的第一责任人，要注重顶层设计、

制订攻坚方案，明确职责分工；要依法依规，确保
电子病历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据悉，2018年，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
于印发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管理
办法（试行）及评价标准（试行）的通知》，将医
疗机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为 0至 8级
9个级别，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
统一要求，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按照规定
时间在“电子病历系统分级评价平台”填
报数据并自评本院电子病历信息化水
平。截至目前，我省二级以上医院 539家
（不含中医医院、部队医院），共有 347家
医院参加了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
价，其中两家医院自评为 6级，5家医院
自评为 5级，并通过省级初审，他们将
迎来国家复审。

11月 14日是第十三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今
年的宣传主题是“防控糖尿病、保护你的家庭”，提倡

大家知晓个人及家庭成员血糖水平，呼吁全社会共同行
动，防控糖尿病。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糖尿病家庭成员有着相似的饮
食生活习惯，因此，糖尿病家庭里每个人都要做好预防糖尿
病的准备。为唤起广大群众对糖尿病的关注，增强糖尿病
防治意识，帮助糖友正确面对疾病、控制疾病，郑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联合外联办、创面修复科举办系列
惠民义诊活动，免费测血糖血压、免费糖尿病风险评
估、免费咨询、免费发放糖尿病健康教育资料等。

部分糖尿病患者会出现脚部不舒服的现象，这是
怎么回事呢？该院创面修复科主任黄红军提醒广大
糖尿病患者和家属：严重糖尿病可能会出现糖尿病
足，甚至可能截肢，所以，糖尿病患者平时要做好
预防工作，密切观察，发现糖尿病足后及时治
疗。长期糖尿病患者若发现走路时腿肚子酸
疼，走路飘，小腿变细，双下肢针扎样疼痛、瘙
痒，脚部颜色呈暗紫灰色、冰凉，脚上皮肤感
觉减退和指甲变厚干燥脱屑等情况，请及时
就医。

得了糖尿病
脚咋不舒服？

□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讯员 彭佳
欣 王丽英韩鑫颖

全省医疗机构打响电子病历“升级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