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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1日-12日，“中华健康快车”眼科专家陶勇博士将赴南
阳市第九人民医院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请白内障朋友相互转

告，莫失良机。

预约电话：630827476308560618639828626

医院地址：南阳市百里奚路1169号（原南阳铁路医院）

“中华健康快车”白内障专家到九院

专家手术预约进行中

本报记者 陈大公

2016年，我市全民健身服务体
系不断健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持

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全民健身活动更加丰富灵活、

内容更加精彩、群众参与更加广泛，

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推动了我

市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如火

如荼的全民健身活动给广大民众带

来更多实惠和无限欢乐。

亮点直击——

精彩赛事接连不断

2016年12月24日，南阳市全民
健身大会自行车比赛在市体育场举

行，400多名自行车爱好者在冬日的
寒风里感受骑行带来的乐趣，大家

以锻炼身体的形式迎接新的一年到

来。本次比赛是 2016年南阳市全
民健身大会的收官项目。

2016年南阳市全民健身大会于
5月18日启动，12月份结束。大会
较上年度相比，活动开展时间更长、

项目设置更加丰富灵活、活动内容

更加精彩、举办形式更加多样、群众

参与更加广泛。

该年度共设置乒乓球、台球、足

球、羽毛球、健身操、网球、门球、篮

球等大项32个，小项200余个，增加
了长跑、登山、自行车、电子竞技、街

舞、健身瑜伽等项目，参加活动运动

员达8万余人，间接带动全市400余
万人参与其中。

全市 12个县区参照市级全民
健身大会举办机制，纷纷举办了县、

区级全民健身大会，开创了南阳市

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景扫描——

健身运动参与广泛

2016年全民健身活动亮点纷
呈。去年年初，我市开展了“双节”

（元旦、春节）系列活动，随后陆续开

展了“全国全民健身日”、“全省全民

健身月”和“9�9老人节”等系列活动
600余场次，参与人数300余万人次。

基层群众性健身活动更加丰

富。2016年，我市举办了首届半程
马拉松赛，近万名居民参与；市体育

局与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了市第二届

职工运动会，进一步增强了广大职

工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市直各行政

事业单位、各企业纷纷举办了独具

行业特色的运动会；西峡、唐河、内

乡、淅川、镇平等县区结合各自特色

举办了县级运动会；市体育局联合

市文广新局举办了市首届广场舞大

赛，全市共300多支队伍参加了初
赛，参与群众超过2万人；市武协连
续六年举办市传统武术运动会，吸

引了数百名武术爱好者切磋交流；

桐柏县举办了第三届河南省“淮源

杯”桥牌邀请赛，来自全国5个省份

的22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老年人体育发展态势良好。目

前，市、县（区）、乡全部建有老年人

体育组织，行政村、社区覆盖率达

98.4％；全市239个乡镇147个社区
和95%的行政村配建了老年人健身
场地功能器材。

国民体质监测和健身指导服务

常态化。着力加强市、县（区）两级

体质测定与健身指导中心（站）标准

化建设，推进国民体质监测进单位、

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惠民服务，

全年免费监测群众80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全年组织

开展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1000
多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约为40%。

新闻纵深——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

2016年，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不
断健全。市、县（区）全民健身工作

实现“四纳入”全覆盖，以设施建设、

组织建设、活动开展、健身指导等为

内容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

完善。社会体育组织建设不断加

强，市级新成立电子竞技、瑜伽、街

舞和台球等体育单项协会4个，全
市市级体育单项协会达到30个、县
级138个、乡村级3000多个。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持续完善。

结合全市“双创”和扶贫攻坚工作，

争取国家、省级资金1500余万元，
市级投入430万元，新建了3个全民
健身户外中心、2个拆装式游泳池和
50条全民健身路径；实施了268个
省级和120个市级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全市388个贫困乡村和边远山
村增建了全民健身设施；市区内公

园、广场、社区等更新了50套全民
健身器材，市中心城区“15分钟健身
圈”更加完善。全市除少数偏远山

村外，199个乡镇、21个街道、4015
个行政村和277个社区的全民健身
设施实现基本全覆盖，并延伸至部

分较大自然村。

场馆惠民服务力度和水平不断

提升。为进一步落实体育场馆惠民

开放政策，尽力满足市民健身需求，

我市改建了市体育场外场标准足球

场，升级改造了体育场外围的10块
篮球场，在体育中心新建了2个笼
式足球场、1个笼式篮球场，为体育
中心的3个室外篮球场和外广场加
装了照明系统。2016年，市体育中
心开展了“暑期体育项目初体验”公

益活动，全年累计接待培训青少年

学生近万人，市级体育场馆共接待

服务健身群众70余万人次。⑥3

2016年市全民健身大会空竹项目比赛 本报记者 陈大公 摄

为保障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

的人身、财产安全，有效防治噪声

和大气污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市政

府决定中心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中心城区建成区域(127平
方公里)内，农历腊月二十二至次年
正月十六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其他时间婚丧嫁娶需要燃放的，应在

指定地点并符合相关要求的设施内

燃放。根据天气监测预警和分析研

判结果，启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或轻中度污染天气管控措施时，禁

止一切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二、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生产、

运输、经营、储存、燃放、邮寄烟花

爆竹，禁止在托运行李、包裹、邮件

中夹带烟花爆竹，禁止携带烟花爆

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区域内已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和个人，限期搬离。

三、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

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

术监督、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要

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按照《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依

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运输、经营、

储存、燃放、邮寄、携带、夹带烟花

爆竹的行为。

四、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的区人民政府、管理委员会及其有

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要将烟花爆竹禁放工作纳入网

格化管理，开展禁放烟花爆竹宣传

活动，教育、引导和督促本辖区内

的单位和个人遵守本通告。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社区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

业、网格员，要做好本单位、本辖区

烟花爆竹禁放工作。

五、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

体及各类学校，要做好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的宣传、教育工作。未成年

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教育，制止未

成年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

内燃放烟花爆竹。未成年人燃放

烟花爆竹的，由市、区公安机关责

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造成国家、

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由其

监护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公安、安全生产监督、城市

管理、工商行政、环境保护、质量技

术监督、商务、交通运输等部门的

工作人员，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

作中不依法履行职责、滥用职权、

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照相关

法律法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

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

七、对违反本通告的行为，任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对打

击报复举报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

八、其他县(区)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时间、地点、种类，由县(区)人
民政府(管理委员会)确定并公布。

本通告自 2017年 1月 l日起
施行。累累累3

2016年12月8日

南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心城区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

〔2016〕10号

蜜2016全市民生亮点回眸⑨

全民健身活动多 生活健康百姓乐
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 南 阳

本报讯 （通讯员张瑞华）卧

龙区梅溪街道结合当前正在开展

的“双创”活动，通过宣传栏、宣传

单、微信、短信、条幅、LED电子屏
滚动字幕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卫生健康常识,增强广大群众的
卫生健康意识。

该街道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积极参与区乒乓球、羽毛球、

武术运动会，同时邀请有关专家

开展健康教育知识讲座，组织广

大职工、离退休人员体检，对育龄

群众进行免费健康检查。结合中

秋节、国庆节、重阳节等重大节

日,组织辖区各单位、中小学校开
展“我爱我家”、“重阳文化进社

区”等为主题的卫生文明传播活

动，全面提升辖区居民“身心健康

新理念”。 舞蹈、合唱、健身操、

乒乓球、棋牌等文化团队也纷纷

组建，现在有活动队伍17支，每
天在社区活动的居民 1300人次
以上，社区每年集中组织开展各

类文体宣传活动120余次。居民
们通过参加文化舞台的各种活

动，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社区的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加接地气、入

民心。累累累3

宣传创卫知识 提升健康意识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理政

通讯员何毅波）镇平县石佛寺镇

通过全面摸排，建立台账，广泛宣

传，加大整治等措施，形成燃煤散

烧管控的强大声势。截至目前，

先后排查出1处散煤销售点、46
户使用散煤的商户和单位，其中1
处散煤销售点已取缔。

该镇组织各村、各单位开展

散煤销售点拉网式排查，掌握辖

区内散煤使用的类型、使用量等

情况，登记造册。组织环保所、农

房所、土地所和工商所等部门人

员开展违法违规散煤销售点和燃

煤散烧联合执法，对排查出的无

照、无手续散煤销售点强制清理

取缔，达到场清地净。

该镇还成立了督查组，及时

掌握工作进度，查找存在问题，明

确整改要求，加强督办考核，对工

作不负责任、整改不彻底的，将严

格进行追责。累累累2

开展联合执法 管控燃煤散烧

本版编辑 李清玉 周书锁

西峡县白羽街道以传家风家训、树公德美德、争先锋先进、做好人

好事等活动，营造文明、爱国、诚信、和谐的社会氛围。累累累2
本报记者 崔培林 通讯员 刘艳苗 摄

□叶金福

眼下，微信朋友圈十分盛行，

它既方便朋友间的沟通和交流，

也使大家开阔了视野和眼界，增

加了不少的知识。应该说，微信

朋友圈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使人们多了一个交友的

渠道。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

竟然把微信朋友圈当作随意发

泄的“自留地”。有的在微信朋

友圈里滥发一些黄色小视频、

黄色小段子等不雅、不健康的

东西；有的甚至乱传谣言，蛊惑

人 心 ，弄 得 大 家 一 时 人 心 惶

惶。殊不知，在微信朋友圈里

滥发不雅、不健康的小视频、小

段子，以及散布谣言、迷信，不

但有违道德，而且也是一种违

法行为。近年来，各地不是有

人因滥发黄色视频而被刑拘的

案例吗？

笔者以为，“微信圈”应该是

一个文明圈。微友首先要做一名

文明的传播者，要在微信朋友圈

里传播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其次

要勇于与滥发、乱传的不法行为

作斗争。只要每一位微信好友都

能站在文明和正义的立场上，多

多弘扬、传播正能量，摒弃肮脏和

污秽的东西，正本清源，还微信朋

友圈一个风清、气正、文明、和谐

的网络环境，那么，“微信圈”就一

定能成为每一位网友的文明

圈。累累累3

“微信圈”应成为文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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