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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织密医疗保障
“安全网”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4
月 27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针对日前出台的《关于深化医疗保
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进行解读。我省将采取
有力举措，织密医疗保障“安全网”。
据统计，截至今年 3 月底，我省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约 1.03 亿人，参保率
持续稳定在 96%以上；
医保基金累计结
余 1201.52 亿元，总体运行平稳，略有
盈余；城镇职工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
比例保持在 80%左右，
城乡居民医保政
策范围内报销比稳定在 75%左右。

《实施意见》提出了完善公平适度
的待遇保障机制等六大方面的改革任
务和 24 项创新举措，搭建出未来 10 年
全省医保制度改革的“四梁八柱”。
我省明确规定，乡镇（街道）明确
承办医疗保障管理服务的工作机构，
村（社区）结合实际配备相应数量的专
（兼）职工作人员，实现省、市、县、乡镇
（街道）、乡村（社区）全覆盖，让群众就
近享受方便快捷的医保服务。
在持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
区域均衡布局方面，我省创新举措，通
过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城市

“四所医院”提升工程和县域“三所医
院”提标扩能工程等，全面提升省域内
疑难危重病例诊疗水平、医学研究能
力和综合管理效率，实现全省疑难复
杂疾病不出省。另一方面，构建定位
明确、分工协作的新型县域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让群众“小病不出乡、大病
不出县”
。
《实施意见》还提出，多渠道筹集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均衡个人、用人单
位、政府三方筹资缴费责任；加大财政
对医疗救助的投入力度，拓宽医疗救
助筹资渠道。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 报 讯（河 南 法 制 报 记 者 黄 丽
通讯员 翟伟 王冬磊）今年 4 月 25 日
至 5 月 1 日是第十九个职业病防治
法宣传周，宣传主题是“共创健康中
国，共享职业健康”。4 月 25 日，省
2021 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启动仪式在三门峡市举行。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
视职业健康工作，我省也一贯坚
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不断加大职业病防治力度，扎实
推进尘毒危害源头治理，重点行
业领域职业危害得到有效控
制，劳动者职业病防治意识明
显增强，职业健康服务体系逐
步完善，职业病救助保障能力
持续提升，但随着经济转型升
级，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广泛
应用，职业健康工作仍然任重
而道远。
省卫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全
社会应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和紧迫感，采取更加有力有效
的措施，
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
大力推进健康中原职业健康保护
行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以开
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为契
机，
紧扣建党 100 周年主线，
广泛宣
传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积极推动
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乡
村、
进社区、
进机构，
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注支持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推
动职业病防治工作取得新成效。

首届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于近日开幕，来
自省内 10 所高校的 52 支队伍、208 位选手在各专业赛道上同场比拼，
切磋技艺。
王婷 丁芸 张金龙 摄影报道

我省成立医学大数据研究院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黄丽
通讯员 曹咏 孙逸璠）河南省医学大
数据研究院近日在郑大一附院成立，
该研究院致力于建立和完善我省医
学大数据资源体系，探索医学大数据
研究与应用模式，促进健康医疗行业
医学数据资源的利用，全面推进河南
省医学大数据在政策制定、资源管
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医学应用、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建设与发展。
大数据和健康医疗产业有机结
合将为我省医学信息化发展带来难

得的历史性机遇。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被聘为
医学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他说，医学
大数据研究院承担的责任重大，数据
安全是底线，研究院将成立伦理委员
会，切实做好医疗大数据的安全保障
工作；打造新平台，提高医疗数据的
利用效率，重视数据的标准化和质量
控制，核心是数据的挖掘、运算与建
模，再转化为临床应用与大健康产
业，希望研究院通过努力提升全民健
康水平，
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脚趾感染
竟然要截肢？
来自焦作的丁师傅被脚趾疼痛
折磨了一个多月，最终因脚趾感染
拔了脚指甲。谁料创面一直不愈
合，当地医生说需要截肢，这可把丁
师傅吓得不轻。
60 岁的丁师傅患糖尿病 10 多
年了。一个多月前，他发现自己脚
指甲红肿，谁知在医院拔了脚指甲
后，脚指头也坏死了，疼痛难忍，整
夜睡不着觉，严重影响了丁师傅的
生活。打了半个月的针也没见好，
医生说需要截肢。
万般不愿意截肢的丁师傅来到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创面修复科。
该科主任黄红军考虑丁师傅患糖尿
病时间长，导致下肢血管及神经病
变，伤口不易生长，且创面干燥，使
创面不愈合，
疼痛自然会加重。
黄红军查找原因后给予针对性
检查，一方面控制丁师傅的血糖，应
用活血药物改善其下肢循环，另一
方面与介入科联系，给予球囊扩张
手术改善下肢血运，同时给予创面
包扎、清创，待创面清洁后，给予相
应治疗。
经过 20 多天的精心治疗，丁师
傅脚趾创面逐渐好转，伤口出现肉
芽，
这标志着这个脚保住了。
据黄红军介绍，部分糖尿病患
者足部伤口因多种因素持续不愈
合，甚至感染，导致最后截肢，希望
糖友们遇到类似情况及时到正规医
院就医治疗，
避免耽误病情。
（王丽英 韩鑫颖）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HNZCCS-20210020）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编号为“HNZC-业务（2021）
015 号”的《债权转让合同》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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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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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8 月 20 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应支付给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
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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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或担保人、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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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河南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或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
系。

资产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客户名称
河南本硕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奥特明科贸有限公司
郑州琛哲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谦彩亚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祥之陇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香江装饰有限公司
合 计

转让基准日 2020 年 8 月 20 日

本金

利息

法律费用

2,997,827.16
2,247,164.59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2,550,000.00
16,794,991.75

1,726,982.36
932,278.33
1,707,293.97
1,723,267.47
1,696,303.58
1,773,854.86
9,559,980.57

121,686.44
0
103,838.00
126,724.00
127,069.00
71,239.00
550,556.44

债权总额
4846495.96
3179442.92
4811131.97
4849991.47
4823372.58
4395093.86
26,905,528.76

4.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
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 号河南传
媒大厦 26 层
联系人：
袁女士 0371-56826624
郑州市商都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经开区航海东路第四大街 101 号
联系人：
梁先生 18638036628
单位：元
保证人

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张家溯、
张心光、河南香榭丽舍建材有限公司、
王思思、
张翼飞、望彦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