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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瓷器
入藏国博

8 月 13 日， 泮庐集团
捐赠“泰兴号”清代沉船瓷
器仪式在北京中国国家博
物馆举行。 近日，经由福建
省德化县人民政府推介，泮
庐集团将 40 余类、 共 190
余件瓷器捐赠给中国国家
博物馆。图为嘉宾观看捐赠
的瓷器②5 （据新华社）

要闻窗
●中宣部、公安部部署开展“最美基层

民警”学习宣传活动。
●我国前 7 个月实际使用外资超 5300

亿元，同比增 7.3%。
●我国量子计算研究获重要进展：科

学家领衔实现高性能单光子源。
●美国旅游局官员： 中国赴美游客数

量继续减少。

8 月 13 日，记者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财政部、应
急管理部近日向江西、湖
南、重庆、贵州、云南等 5
省市下拨中央自然灾害救
灾资金 3.78 亿元， 用于 5
省市近期群发性地质灾害

应急救灾工作。
据了解，这笔资金包括

江西 2500万元、 湖南 1.15
亿元、重庆 7400万元、贵州
6200万元、云南 1.02亿元，
用于包括灾后人员搜救等
应急处置、为避免二次人员

伤亡所采取的调查与监测、
周边隐患排查、人员紧急疏
散转移、排危除险和临时治
理措施、现场交通后勤通讯
保障等。

针对江西、湖南、重庆、
贵州、云南等省市入汛以来

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的情况，
应急管理部主要负责人多
次调度指挥抢险救援救灾
工作， 派出多个工作组赶
赴地方， 全力指导和协助
当地开展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工作。 ②5 （据新华社）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

我国居世界第一
8 月 13 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 报告显示，70
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加速成网，综合运输
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2018 年末，我国高铁营业
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均居世界第一位。

报告显示，2018 年末， 全国铁路营业总
里程达到 13.2 万公里，较 1949 年增长 5 倍。
经过近十年快速建设，“四纵四横” 高铁网建
成运营， 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
的国家。 2018 年末，高铁营业总里程 3 万公
里，是 2008 年的 44.5 倍，高铁营业里程超过
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

公路路网四通八达， 高速公路建设成效
显著。 统计显示，2018 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
达到 485 万公里， 是 1949 年的 60 倍。 2018
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 14.3 万公里，总里程
居世界第一位。 ②5 （据新华社）

台风“利奇马”致辽宁 4.6 万余人受灾

全省 13 万余人被安全转移
受台风“利奇马”影

响，截至 8 月 12 日 22 时，
辽 宁 省 共 转 移 人 员
132163 人，未接到人员伤
亡报告。据初步统计，受灾
人口 46760 人， 农作物受

灾面积 6020 公顷。
8 月 10 日 20 时至 13

日 6 时， 辽宁全省迎来大
范围降雨， 平均降水量为
66.3 毫米。大连、葫芦岛地
区 14 个气象站出现大于

250 毫米的降水， 最大降
水量出现在大连高新技术
园区龙王塘街道，为 344.3
毫米。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受台风“利奇马”（热带

风暴级） 和西风带冷空气
共同影响, 预计辽宁省 13
日 8 时到 14 日 8 时，沈阳
康平、法库、新民，阜新彰
武有大暴雨， 局部有特大
暴雨。 ②5 （据新华社）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向 5 省市下拨救灾资金 3.78 亿元

本周末 北京、郑州知名专家会聚南石医院
乳腺外科 尚宏清 坐诊时间 8 月 16 日

北大第三医院海淀院区 外科主
任医师、骆成玉乳腺医疗集团核心专家

师从我国著名普通外科专家孙
家邦教授。从事普通外科临床工作 25
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先后完
成北大三院第一例乳癌前哨淋巴结
活检术等先进技术。 2012 年，作为高
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卡罗莱纳医学中
心交流学习。

现为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预防与
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海淀区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专家，海淀区劳动伤残鉴定专
家。 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 15 篇。

预约电话：61558212

疼痛科 唐元章 坐诊时间 8月 16、17日
北京宣武医院 博士、 主任医师、

疼痛中心专家
专业擅长：1.颈椎病：颈型颈椎病、

颈椎间盘突出症、颈性眩晕、颈源性头
痛、神经根型颈椎病。 2.腰椎间盘突出
症、腰椎管狭窄症、腰背肌筋膜炎，腰
椎小关节紊乱症，脊神经后支痛。 3.肩
周炎、膝关节病、网球肘、踝关节炎症
等各种关节疼痛疾病。 4.三叉神经痛、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舌咽神经痛、蝶
腭神经痛等各种顽固性疼痛疾病。 5.股

骨头缺血坏死早期。
预约电话：15838710980

儿科 原春青 坐诊时间 8 月 17 日
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原业务副院长
专业擅长：儿科常见及疑难病症的

诊断和治疗， 尤其擅长儿童身高管理
（饮食、睡眠、运动和情绪调控指导）、
儿童生长偏离早期预警和儿童身高管
理健康讲座。

预约电话：13937797039

心理科 梁军 坐诊时间 8 月 17 日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
专业擅长：擅长精神心理疾病和心

身疾病、双心医学中心理问题的诊治，
尤其擅长治疗各种失眠、精神分裂症、
神经官能症、抑郁、酒精依赖、焦虑、更
年期综合征及小孩多动抽动症等。

预约电话：13937797039

风湿免疫科 舒晓明 坐诊时间 8 月
17 日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 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风湿免疫科常见及疑难
病症的诊断与治疗， 擅长各种关节炎

的综合诊治、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
斑狼疮、 痛风及结缔组织病相关的间
质性肺炎的诊治。

预约电话：13937797039

超声科 刘玉江 坐诊时间 8 月 17 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 ：主要从事介入超声工

作，特别擅长甲状腺、乳腺疾病等的
超声诊断和介入治疗， 主要包括甲
状腺、甲状旁腺肿瘤微波消融治疗、
肾脏肿瘤微波消融治疗、 肝癌射频
消融治疗、乳腺结节微波消融治疗，
剖宫产术后腹壁子宫内膜异位消
融，下肢静脉曲张射频消融治疗，假
性动脉瘤凝血酶注射治疗； 各类浅
表及内脏肿瘤穿刺活检（甲状腺、乳
腺、淋巴结、肝、肺、肾、胸膜、纵隔等
多脏器肿瘤）；常见置管引流（胸腔、
腹腔、心包等积液积脓、胆囊及肝内
胆管穿刺引流；颈内静脉、锁骨下静
脉、股静脉、腘静脉穿刺置管）；乳腺
旋切治疗 ；肝 、肾 、肾上腺及卵巢囊
刺酒精硬化治疗； 肝血管瘤硬化治
疗等。

预约电话：13937797039

眼科 高延庆 坐诊时间 8 月 18 日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底病二病
区主任 副主任医师

专业擅长： 在眼底病、 眼外伤、青
光眼、 白内障等疾病的诊疗方面具有
丰富经验， 尤其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
变、视网膜脱离、儿童眼底病及眼外伤
的诊断和治疗。

预约电话：13507639475

血管外科 曾嵘 坐诊时间 8 月 24 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副

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血管外科常见病及疑难

病的诊断和治疗， 擅长血管外科动静
脉疾病的诊治，在腹主动脉瘤、胸主动
脉瘤、主动脉夹层、内脏动脉瘤、腘动
脉瘤、颈动脉狭窄、锁骨下动脉狭窄、
肾动脉狭窄、肾动脉瘤、颈动脉体瘤、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肠系膜动脉疾
病、肠系膜动脉夹层、腘动脉限迫综合
症、糖尿病足、深静脉血栓、静脉曲张、
透析通路的建立等疾病的诊治方面积
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

预约电话：15137791626

南石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特邀
北京安贞医院教授专家来院开展心脏
外科手术，免专家费。

咨询电话：13569229578

南阳医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