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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报讯（见习记者 姜丹丹） 8
月 28日，首届商丘市健康科普能力
大赛在市卫计委举行，市卫计委党
组成员，市、县各医院代表等参加
了此次活动。

据悉，本活动由市卫计委主
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健康
教育所协办。此次大赛主要采取现
场演讲的方式进行，来自全市各医
院的 19 名参赛选手自选主题和角
度，重点围绕皮肤病的产生与诊
治、慢性病预防、吸烟的危害、心
理健康等百姓关心的健康热点问题
展开生动精彩的演讲。在演讲中，
选手们通过质朴平实的语言，把晦
涩的医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尽显
我市医务人员的风采与实力。特别
是脑卒中这个主题，在本次比赛中
多次出现，为大家更好地说明了脑
卒中致病因素、如何预防、诊治，

这对于了解危害人类健康三大疾病
之一的脑卒中等具有极高的宣传力
度。

参赛选手的演讲各有特色，展
现了我市医疗卫生人员较强的科普
宣讲能力、出色的临场应变能力及
独特的个人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现场共评选出
一等奖 2名，二等奖 3名，三等奖 6
名，优秀奖 8名。来自梁园区疾控
中心的余峰和市中心医院的韩淑灿
荣获一等奖。

通过举办此次活动，进一步增
强了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
开展科普宣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升了医务工作者的科普工作能
力，为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
康素养水平，为助力健康商丘建
设，营造出全民关注健康科普的良
好氛围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报讯 （本报记者 谢海芳 通讯
员 孙 琰）“现在俺每月都要去县医院
拿几百块钱的药，医院和保险公司都给
报销，要不，俺真不知道这日子咋往前
走。”9月3日，民权县龙塘镇牌坊村贫
困户曹广真，拿着爱人闫玉生刚领回来
的崭新百元钞票，颇为感触地说。

据了解，今年 62岁的曹广真去年 3
月份在郑州肿瘤医院被确诊为乳腺癌，
一年来花了不少钱，亲戚邻居没少帮
他。爱人闫玉生由于年纪大了，到外面
打工没人要，他就在村里承包了 3 亩

地，种点时令作物，换几个钱贴补家
用。

针对像曹广真这样的贫困家庭大病
后续治疗问题，该县又出台了健康扶贫
补充政策，对患有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房间隔缺损、食
管癌、乳腺癌、终末期肾病等 35种疾
病的贫困家庭，需要后续放化疗的，产
生的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给予
50%的报销，保险期限内最高报销
5万元；需要后续药物治疗的，产生的
费用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给予 80%的

报销，保险期限内每月最高报销 500元
（凭在指定医院购药票据报销）。

为确保这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该
县专门召开了由卫计、人社、保险等部
门参加的联席会议，下发了文件，明确
了相关责任和工作制度。按照全省《政
务服务“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
次”工作规范》要求，各部门积极作
为，让信息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应
办尽办快办，尽量减轻贫困家庭的经济
负担，使他们看病时的经济顾虑大为减
少，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
暖。

“这些贫困病患家庭，本来经济条
件就不好，虽然健康扶贫政策给他们报
销了大部分费用，但每月几千块的后续
治疗费用也不容小觑。这次出台的健康
扶贫补充政策，后续治疗产生的费用在
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后，还可以再报销
50%—80%，大大减轻他们的经济负
担，给他们的生活再添加一把保护
伞。”该县卫计委党组书记、主任朱继
兵如是说。

民权:贫困户大病后续治疗不再愁
35种大病可再报销50%—80%医疗费用

本报讯（卢幸丽）为加强党员
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
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使全院上下
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8月 31日，虞城县
人民医院开展了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强素质树岗位新风，修
内涵为党旗添彩》为主题的党课教
育活动。

会议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的典故，重温作为医疗战线上的党
员干部的初心和使命，以“立木南
门心系群众，担当有为是前提”，全
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面对各类灰
色收入的诱惑，每一位党员干部都
要严守纪律，筑牢“纪律和规矩”
红线。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作为指导，今后三年，虞
城县人民医院要以党的建设统领工
作全局 ，全面实施三年战略规划，
提升技术水平打造医疗中心，做好
健康扶贫履行社会责任，弘扬医院
文化提高员工综合素质，提供优质

服务增加群众幸福感。该院还把学
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窗口科
室开展岗位标兵、技术能手等“评
优树模”活动。组织开展评选“最
美护士”、“最美医生”等活动，以
弘扬行业正气，表彰先进。鼓励医
务人员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为广
大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会议
还为全院党员干部提出了“十要十
不要”。

近年来，虞城县人民医院多措
并举，积极筑牢医院意识形态工作
主阵地，利用党课、微信群、官
网、公众号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利用医院中心理论组学习，
抓住医院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
数”，保持政治定力，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形成医院领导班
子带头抓实、抓牢意识形态工作，
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
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带头
抵制商业贿赂和行业不正之风，树
立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虞城县人民医院

开展专题党课教育活动

河南省宁陵县人民法院于 2018年 9月 20日
10时至 2018年 9月 21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
在宁陵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0/02，户名：宁陵
县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宁陵县城郊乡三里河村
的住宅房地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
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潘法官
联系电话：0370-7763069 17603708877

宁陵县人民法院
2018年9月3日

宁陵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 10 时至 2018 年 10 月 9 日 10 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永城市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 址 ：https://sf.
taobao.com/sf_item/576855883630.htm?spm=
a213w.7398554.paiList.11.62903662OInC1s ，户
名：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拍卖郑州市二七
区陇海中路 28号隆福国际 4号楼 3单元 10层
1004号住宅房产。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
览查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朱法官 联系电话：13460163999
永城市人民法院
2018年9月3日

永城市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8月 23日至 8月 29日，结合市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案件处置情况、市容市貌督查情

况、环境卫生督查情况以及媒体曝光、领导批示落实情况等，对三区及办事处进行考核排
名，现将结果予以通报。

商丘市城管委办公室关于城市管理综合考评情况的通报

（一）三区政府（管委会）综合排名 （二）城区办事处综合排名

为实施城市规划，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拟收回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商丘新发汇财置业有
限公司使用的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一东至富商大
道、南至商丘新发汇财置业有限公司、西至星林路、北至宋城
路，土地出让面积为90349.82平方米（135.52亩），用途为城镇
住宅用地和批发零售用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豫（2016）商丘
市不动产权第 0003966号；地块二东至富商大道、南至秋实
路、西至星林路、北至商丘新发汇财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出让
面积为100577.21平方米（150.87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和

批发零售用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豫（2016）商丘市不动产权
第0003965号。

相关权益人对政府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有异
议，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提交
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我局将报
请商丘市人民政府依法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联系人：张再桉 贾 森 联系电话：0370—3033816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4日

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为实施城市规划，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

拟收回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商丘汇智置业有限公
司使用的 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块一东至滨河路、西
至富商大道和规划绿地、南至商丘汇智置业有限公司、北至
宋城路，土地出让面积为 83461.3平方米（125.19亩），用途为
城镇住宅用地和批发零售用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豫（2017）
商丘市不动产权第0030090号；地块二东至阳光路、西至富商
大道、南至秋实路、北至商丘汇智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出让面
积为 95811.61平方米（143.72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和批

发零售用地，不动产权证书号为豫（2017）商丘市不动产权第
0030091号。

相关权益人对政府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如有异
议，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商丘市国土资源局提交
有关书面材料，逾期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提出异议，我局将报
请商丘市人民政府依法收回上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联系人：张再桉 贾 森 联系电话：0370—3033816
商丘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9月4日

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

本机关于2018年8月22日对河南诺尔斯
服饰有限公司等54户企业（名单附后）长期未经
营违法行为立案调查。经调查，当事人河南诺
尔斯服饰有限公司等54户企业（含个人独资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六个月未开业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
以上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
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
续六个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
业执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六十七条：“ 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
6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6个
月以上的，可以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营业执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
六条“个人独资企业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
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
月以上的，吊销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七十一条“农民专业合作社
连续两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业执照”
规定所指的违法行为。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当
事人的违法行为为严重违法行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七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
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
七十一条的规定，本局拟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
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上述拟
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
行听证的权力。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和要求
听证，当事人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局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特此公告
联 系 人：赵先红 皇甫东玉
联系电话：8129956
电子邮箱：sxgsjzcg@163.com
附件：睢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送达行

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企业名单(共计54户）
睢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9月4日

睢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的公告
附件：睢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企业名单(共计54户）

弘扬无偿献血 共建文明城市

本报讯 （记者 谢海芳 通讯员 宋玉梅） 2018年，虞
城县坚持把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作为全县重点工作之
一，坚持“有序开展、重点突破、发展创新”的原则，加
压提速，乘势突破，积极稳妥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使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强化领导明确职责。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由县长任组
长，常务副县长和分管卫生计生工作的副县长任副组长，县
卫计委、发改委、财政局、编委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为公
立医院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明确了工作职责。

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所有县级公立医院均已取消药
品加成，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因药品零差率销售减少的
合理收入，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和增加政府投入予以补
偿。完善基本药物处方评价制度，干预不合理用药行为，
督促全县公立医院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逐步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县政府与河南欣宜嘉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和苏州健康在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搭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信息平台和工作平台的三方合作
协议，开展平台搭建工作，为该县落实分级诊疗、双向转
诊制度提供强力的科技支撑。

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要求各县级公立医院
定期公示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价格，
适当下调大型医疗设备检查价格，上调医疗服务价格，促
使药品费用得到有效控制，以药补医的格局逐步破解。

营造医改工作氛围。大力加强医改宣传工作，各单位
利用LED屏、宣传板面、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努力宣传
医改政策，组织集中培训，委派人员外出学习，积极构建
全民参与医改工作的工作格局。

虞城稳步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