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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鸿福实业有限公司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人员，派遣至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南阳市各县（市、区）

分公司乡镇邮政储蓄营业网点理

财经理岗位。要求：30周岁以下，
全日制本科学历及以上。

报名截至 2017年 9月 22日。
详询：

南 召 县 66912069；方 城 县

67216298；西峡县69663300；

邓 州 市 62125913；镇 平 县

65916836；内乡县65333778；

淅 川 县 69221698；社 旗 县

67922602；唐河县68932839；

桐柏县 68228389；南阳市郊

区63632659。

招 聘 启 事

（广告）

本版编辑

田 巍 余耀耀

本报记者 柏伴雪

南阳，医圣故里，药材之都。

大自然也对这片土地格外偏

爱。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丰富

的中药材资源，作为全国中药材主

产区之一，这里“天然药库”的美誉

由来已久。

盘活优势资源，释放叠加效

应，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

篇明。立足新的历史时期，南阳市

委、市政府通过顶层设计、全面布

局，使资源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全国健康养生之都建设风帆正举。

厚植人文优势
故里续写仲景传奇

文化的渗透润物无声，广泛而

深远。南阳中医药产业发展始终

占据领先全国的主阵地，得益于这

方土地的世界性人文地标“仲景文

化”。

一代良医千秋月，照彻华夏万

户春。仲景传奇历经传颂，誉满四

海。面对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瑰

宝，南阳在弘扬中传承、创新与发

展，已连续举办了十二届张仲景医

药文化节和四届“仲景论坛”，共签

约中医药项目116个，总投资达到
205亿元，为南阳开启了健康产业
发展的新时代。

南阳中医药产业在发展壮大

的同时，充分发挥养生保健医药惠

民作用，使南阳人信奉中医、受益

于中医形成气候。在仲景堂、仲泰

医圣堂等以弘扬仲景为己任的医

疗服务机构，我们看到名医诊室前

人头攒动，大家认为：“中医药的治

疗效果非常好，能够通过祛邪扶

正、调理平衡治疗很多疑难杂症。”

说起南阳中医药的发展情况，隆泰

仁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学义感

受深刻：“南阳中医药产业具有非

常好的群众基础，为产业发展提供

了成长的沃土。”

聚力自然禀赋
匠心培育道地国药

中医讲究道地药材,“道地药
材”一词始见于明代汤显祖《牡丹

亭调药》篇“好道地药材”一语，此

所谓道地，即真正、真实而言。关

于道地药材的定义系指在特定地

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

影响下自然生长，或加工制作、栽

培的质量好、疗效好的中药材，是

“优质药材”的代名词。如今的南

阳，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

不仅是全国著名的辛夷之乡、山茱

萸之乡、艾草之乡，还初步形成了

以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与天麻、

桐柏桔梗、方城裕丹参、邓州麦冬、

内乡黄姜、镇平杜仲、唐河栀子、社

旗板蓝根为主的十大中药材种植

基地，培育壮大了宛西制药、福森

药业等一批中医药产业化龙头企

业。其中，西峡山茱萸、方城裕丹

参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国家中

药材GAP基地。唐河栀子、唐河半
夏、桐柏桔梗、方城裕丹参、南召辛

夷等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仲景故里百草香，“天然药库”南阳

在历史的长河中，守望历史，续写

辉煌。

南阳市中医药学会秘书长张

胜忠说：“南阳位于伏牛山以南、汉

水之北，南北过渡、东西交融，独特

的盆地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特征和

土壤气候环境，使得这里生态良

好，资源丰富，出产中药材2436种，
种植药材79种。近两年，市、县政
府和公益组织先后投入中医药发

展资金1亿多元。以中医药链条发
展的产业集群现已形成，海王集

团、国药集团、广药集团纷纷落户

南阳。”

2016年结束的第四次中药普
查结果显示，南阳境内可确定的中

药材有2400多种，其中道地名优药
材 50余种，中药材资源占全国的
20%，储量2.5亿公斤。中药材种植
品种79个，面积160万多亩，中药
材种植年产值40亿余元。规模以
上中药加工企业 39家，获得 GMP
认证的中药企业9家，2016年完成
销售收入76亿元。

全市每年采收利用野生艾草

近10万吨，种植艾草6万余亩，注
册种植户260余家，注册加工企业
280余家，电商数千家。开发出药
用、灸用、食用等系列产品数百种，

研发的传统艾条系列产品远销东

南亚、欧洲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年销售额达16亿多元。

释放叠加效应
有效提升竞争优势

整合资源优势，强化政策扶

持，提升竞争优势。南阳中医药产

业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性突

破。2006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命名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

市”，2015年被确定为“全国中医药
服务贸易先行先试重点区域城

市”，2016年12月被确定为“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试验区”，今年7月被
命名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对南阳中医药产业寄

予厚望：“中国的中医药产业根源

在河南，潜力在南阳。”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为南阳带来重大机遇，南阳充分

发挥自然生态资源和中医药文化

优势，以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试验区”为载体，将通过3～5年
努力，成为全国中医药强市、省

际区域性医疗高地、中原地区重

要的中医药健康旅游目的地、国

内知名的以仲景品牌为标志的仲

景健康养老养生城，从而实现“中

医圣地、养生之城”的目标定位；在

空间布局上则将通过“一核、三园、

多支点”，形成核心崛起、辐射延

伸式的仲景健康城空间布局体

系；在项目支撑上，共确认57个
支撑项目，“十三五”期间将完成

投资额200亿元以上。
南阳将建设“全国健康养生之

都”确定为跨越崛起的历史新方

位，全速推进“中医圣地、颐养宝

地、健康南阳”建设，逐梦未来，破

浪前行正当时！⑥2

压题照：淅川县万亩金银花生

态种植标准化示范区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弘扬仲景文化 打造养生之都”特别报道之资源篇

天 然 药 库 百 草 香

医圣故里 天然药库 生态南阳 健康之城

开展“双创”活动 建设大美南阳

参与全民健身
共享运动快乐

武术比赛
拉开战幕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9月

19日，市五运会县区组武术比赛
在市体育中心拉开战幕，来自县区

12支队伍共130余人在此展开激烈
角逐。

当日，首先进行的是女子拳术

和男子太极拳比赛,赛场上选手们
闪展腾挪，身手不凡，赢得观众一片

喝彩。此次武术比赛为期两天，项

目共分七个大项，其中集体项目1
个，个人项目6个。个人项目包括：
男子拳术（自选拳）、短器械（刀、

剑）、长器械（枪、棍）；女子拳术（自

选拳）、短器械（刀、剑）、长器械（枪、

棍）。⑥3
志愿者在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峰）为

保持校园周边良好的市容环境和

公共秩序，连日来，卧龙区城管监

察大队组织人员，对辖区校园周

围散发传单、店外经营、流动摊点

等乱象进行专项整治。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针对

校园周边出现的辅导班“扎堆”宣

传、文具店占道经营、食品摊流动

叫卖，以及引发的传单扰民、污

染环境、交通拥堵等问题，卧龙

区城管大队实行错时管理与延时

管理相结合，城管队员身兼“三

员”，即宣传员、执法员、疏导

员，规范门店经营，取缔流动摊

点，制止散发广告，确保不出现

因违规宣传、占道经营而产生交

通拥堵。到目前为止，共收缴传

单3300多份以及条幅、招牌、遮
阳伞十余件，清理违规宣传、店

外经营、流动摊点80余处，保证
了辖区校园周边环境整洁、秩序

良好。⑥4

整治市容乱象 打造整洁环境

9月17日，市义工联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枣林街道枣林社

区，向有需求的老人发放300多个黄手环，上附老人姓名、家庭住址

和亲人联系方式等 ⑥2 本报记者 洪塔 摄

本报记者 石张楠 赵勇

9月19日，“南阳市第四届网
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活动将

持续一周时间。活动期间，居民可

通过展览、知识技能竞赛等多种形

式，学习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范

意识，共同营造健康网络环境。

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

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

活动旨在增强居民对“网络安

全”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净

化网络文化环境，营造清朗的网

络文化空间。

当天上午，人民路与中州路交

叉口西北处广场上人潮涌动，来自

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放置百余块

宣传板，发放宣传单，现场为居民

讲解网络安全知识。活动中，市互

联网行业协会相关人员发出倡议，

倡导居民争做网络安全的宣传者、

践行者和维护者，起到良好的宣传

效果。

“什么原因导致网络不安全？”

“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该怎么办？”现

场，居民接连询问。“时刻要有网络

安全意识，尽量少用手机支付等功

能，保护好个人信息，为自己筑起

‘防火墙’。”“冻结卡片，防止损失

扩大，立即报案，保存立案回执。”

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居民的提问。

活动中，居民们受益匪浅，大家详

细了解了众多金融、网络诈骗典型

案例。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组织开

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

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

网络宣传主题日活动，让广大居民

对网络安全有全面的认识，提高个

人防范意识。⑥4

创建清朗的网络空间
——“第四届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侧记

共建网络安全 同享网络文明

据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记

者从河南省政府法制办了解到，为确

保安全生产、减少安全隐患，根据近

日公布的《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

订草案）》，河南省将禁止饭店、食堂

使用50公斤以上的罐装液化石油气
作为烹饪热源。

根据规定，河南省规定将禁止餐

饮服务经营者、单位食堂使用50公
斤以上的罐装液化石油气作为烹饪

热源，使用两个以上不足50公斤罐

装液化石油气的，应当分散使用，并

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此外，河南省还要求生产经营

单位，禁止向餐饮服务经营者、单

位食堂供应 50公斤以上的罐装液
化石油气，若生产经营单位违反规

定供应或使用 50公斤以上的罐装
液化石油气，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

限 期 改 正 ；逾 期 未 改 正 的 ，将 处

2000元 以 上 20000元 以 下 的 罚
款。⑥4

全省饭店食堂将禁用
超50公斤罐装液化气

本报讯 （记者洪塔）昨日，记者

从市热力公司了解到，为了加快老城

区供热管网建设，确保老城区居民用

暖，我市今年计划建设热网项目17
个，现已开工6个，10月底将有11个
项目开工。

今年市热力公司计划建设热网

项目17个，敷设供热主管网47.9公
里，投资1.9亿元。目前已经开工的

有6个项目：光武路（车站路至仲景
路）项目、杜诗路标段（孔明路至独山

大道路段）项目、仲景路项目、工业路

标段（光武路至七一路段）项目、孔明

路项目、信臣路项目。热水管网供热

范围，北至张衡路、南至七一路、东至

滨河路、西至北京路，其中，仲景路到

明山路、校场路的老城区今年有望实

现供暖。⑥3

老城区年内有望实现供暖

网络安全宣传展板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 ⑥1
本报记者 石张楠 赵勇 摄

◆网络社会法治社会，网络空间网警保卫。
◆网络创造幸福时代，安全守护绿色家园。
◆网络服务各行各业，安全保障改革发展。
◆网络社会也是法治社会。

网络安全宣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