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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外科肝胆、肠胃】
5月18日-19日

刘玉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友谊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

副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甲状腺、乳腺等疾

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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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表及内脏肿瘤穿刺活检 （甲

状腺、乳腺、淋巴结、肝、肺、

肾、胸膜等多脏器肿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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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湿免疫科】5月18日-19日

舒晓明，中日友好医院，医学博

士，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医药质

量管理协会临床试验及大数据质量

管理分会委员。

专业擅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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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科】5月18日-19日
张玉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教

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专业擅长：各种病毒性肝炎（乙肝，

丙肝等）和脂肪肝、药物性肝病、酒精性

肝病、肝硬化，肝性脑病，各种不明原因

黄疸，肝损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康复科】5月18日-19日
王寒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康复医院，康复科，首席治疗师。

专业擅长：对脊柱脊髓损伤的

评估、预后、脑卒中的康复评估、布

氏分期有着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能够精准制定康复治疗方案、制订

康复治疗计划，善于利用 bobath 技

术为患者实施康复治疗等。

【心理科】5月25日-26日
梁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

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专业擅长：精神心理疾病和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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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外科】5月25日-26日
左建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

院第七医学中心，胸外科，副主任医

师，副教授。

专业擅长：胸外科常见及疑难

病症的诊断和治疗，肺癌、食管癌、

乳腺肿瘤、贲门癌、纵膈肿瘤、胸壁畸

形（漏斗胸、鸡胸）、胃食管反流病、反流

性食管炎、食管裂孔疝、气胸、胸腔积

液、手多汗症的手术和微创手术治疗

以及氩氦刀、射频治疗胸肺部肿瘤。

【眼科】5月25日-26日

赵丽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副

教授，医学博士。

专业擅长：眼科常见病的诊断

及手术治疗，擅长复杂眼底病的手

术治疗及白内障超声乳化术。

【脊柱关节科】5月25日-26日

朱泽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

军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专业擅长：骨科常见及疑难病症

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对脊柱内镜微

创手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

管狭窄症，显微外科、手外科手术，

四肢、骨盆骨折微创治疗，骨髓炎骨

搬移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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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医讯

本报记者 王 蕾 通讯员 刘迎昊

5月 13日下午 ,记者从市消防救

援支队“火灾警示月”新闻媒体通

气会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市消防

队伍共接警 2085 起，抢救被困人

员 256人，抢救财产价值 2246.2万
元。

从全市第一季度火灾警情看，

电气因素为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

午饭、晚饭等高频动火时段发生火

灾较多，市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

安全规范用气、用火。

今年以来全市整改火
灾隐患 4.5万余处

2019年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

集中开展了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发

动各级、各部门和各单位深入排查

整治火灾隐患，相继开展了消防控

制室、高层建筑“五查行动”等专项

治理，消防安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1 至 4 月份，全市共检查单位

1.82万余家，督促整改隐患 4.52万余

处，临时查封 144处，责令“三停”110

家。截至目前，今年全市共发生火灾

281起，1人死亡（刑事案件），直接财

产损失 420.5万元，无较大以上火灾

发生，火灾起数同比下降 5.7%。

电气引发火灾居高不
下，午晚饭时段当警惕

从全市火灾警情分析看，今年

我市第一季度火灾起数有所下降，

电气火灾占比居高不下。

按火灾原因分类，电气因素仍

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电气火灾

106 起，占总数 45.1%。其余依次

为：生活用火不慎占 13.19%、吸烟

占 8.08%、自燃占 8.08%、玩火占

5.53%、生产作业类占 2.12%。

从火灾发生的时间看，10时至

14 时、18 时至 20 时午饭、晚饭等

高频动火时段发生火灾最多。从起

火场所上看，住宅、垃圾及废弃物

火灾居多，住宅引起火灾 90 起，

占总数的 38.29%。垃圾及废弃物引

起火灾 50 起，占总数的 21.27%。

其 他 引 起 火 灾 40 起 ， 占 总 数 的

17.02%。

重点检查公共娱乐等
13类场所 10类问题

5月份的火灾警示宣传教育月

活动 ,也是今年全市“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

动的一部分，市安委会办公室下发

专项行动方案，重点检查商场市场、

“多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公

共娱乐场所、学校、医院、养老院、群

租房、宾馆饭店、高层建筑、建设工

程施工现场、冷冻食品生产加工储

存企业和校外培训机构等 13 类场

所，集中整治普遍存在的违规使用

易燃可燃材料装修装饰、防火分隔

不到位、疏散通道不畅通、违规存放

易燃易爆危险品、消防设施损坏停

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违规

动火用电、消防安全责任制度不落

实、日常巡查检查不到位、宣传教育

培训不深入等 10类突出问题。

消防警示月宣教活动
丰富多彩邀您参与

5 月，围绕“防范火灾风险 促

进安全发展”这一主题，我市还

将开展消防培训、演练等活动，

重点通过地标性建筑、车站、高

速公路、代表性景点、大型广场

等推进“道路消防”宣传工程建

设，提升宣传警示效果，提高市

民防火、逃生的意识和技能。

同时，开展以案说法警示教

育。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社区村镇、学校幼儿园将集

中开展以观看一次火灾警示片、

举办一次全员消防培训、开展一

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为主要内

容的“三个一”活动。消防部门

开展“有火必训”和“支大队长

上电视讲消防”警示教育活动。

开展消防安全“乐龄行动”。全

市消防、民政部门针对老龄群体

开展以“送安全、送温暖”为主

要 内 容 的 消 防 安 全 “ 乐 龄 行

动”；动员热心消防公益的老龄

群体参与“妈妈防火团”、“夕阳

红巡逻队”等公益团体，常态开

展服务本社区本小区的消防志愿

活动。届时，社会各界人士可积

极参与。11

今年以来我市火灾起数同比下降——

电气火灾占比最高 提醒市民加强防范

经查：在镇平县玉都街道五里岗

村王家庄自然村的三处违法建设房

屋，现将房屋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1）在五里岗村王家庄自然村东北

角所建砖混结构东西 15.25米，南北

8.72米，共两层，面积210.9m2；砖瓦结构

东西 15.4米，南北 6米，面积 99m2，总面

积309.9m2。

（2）在五里岗村王家庄自然村东

北角所建砖混结构东西 6.92米，南北

13.75米，共两层，总面积 190.3m2。

（3）在五里岗村王家庄自然村东

北角所建砖混结构东西 6.5米，南北

8.3米，共两层，总面积 107.9m2。

以上违法建设的房屋，未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建设手续，

属严重违法违规建设行为。依据《河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办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限你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镇平

县城市综合执法局接受调查处理，逾

期将依法按无主房处理。12
镇平县城市综合执法局

2019年 5月 16日

公 告

据新华社重庆 5月 15日电 每

年 5 月的第三周是全民营养周。

专家提醒，营养是健康的基础。

要健康饮食应保证“每餐有蔬

菜、天天有水果”，而且蔬果要有

足够摄入量，要占据居民餐桌的

“半壁江山”。

在全民营养周期间，位于重

庆的新桥医院营养科与内分泌科

联合为市民举办了营养健康义诊

和肥胖减重宣教活动。重庆市临

床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新桥医

院营养科主任王建介绍，近些年

来，不少地方的居民肉类摄入量

持续上升，蔬菜摄入量不足。而

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

病与公众日常不科学的饮食习惯

有密切关系。

王 建 介 绍 ， 要 实 现 健 康 饮

食，应保证“每餐有蔬菜、天天

有水果”。蔬菜中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膳食纤维，水果中则富

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钾等。

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人每日摄入

300至 500克新鲜蔬菜。同时，推

荐 成 人 每 日 摄 入 200 至 350 克

水果。

专 家 提 醒 ， 家 长 应 以 身 作

则，增加蔬果摄入，并引导孩子

多食用蔬果，用新鲜的蔬果替代

日常孩子喜欢吃的零食。⑥4

全民营养周，专家谈健康饮食——

每餐有蔬菜 天天有水果

本报讯 （记者赵 勇）5 月 12
日，卧龙区区直羽毛球队正式成立，

标志着卧龙区羽毛球运动将更加系

统化、专业化，为以后该区参加各级

比赛打好坚实基础。

近年来，卧龙区非常重视群众

体育和全民健身工作，全区全民健

身工作多次获得上级体育部门的认

可和奖励，并且一直保持“全市体育

工作先进县区”的称号。该区全民

健身多项活动得到了蓬勃发展，在

羽毛球比赛中更是佳绩连连，特别

是在 2019年南阳市全民健身大会

县市区组羽毛球比赛中，卧龙区

参赛队荣获“全市一等奖”的好成

绩。⑥4

成立羽毛球队 助力全民健身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 峰）日

前，市城区七一路某药店因店外摆

放物品且拒不改正，被卧龙区城管部

门处罚 500元。这是《南阳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5月 1日实施以来，卧龙区适

用该条例处罚的第一起案件。

卧龙区城管大队执法人员在七

一路进行日常管理时，发现某药店

在店外摆放物品，进行违规促销活

动。按照《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城

管人员要求药店负责人钟某立即停

止促销，并清理店外物品，钟某表示

配合。可当城管人员再次巡逻经过

该药店，发现钟某并未改正其违规

行为。依照《条例》第三十九条规

定，城管执法人员对钟某处以 500
元罚款。⑥3

城管依法处置 店外经营挨罚

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是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内容，事关婴幼儿健

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党的十九

大报告把“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重要内容。近日，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业内人士指出，意见的出台将

为缓解托育机构匮乏、标准制度缺

失、监管部门混乱等问题提供遵循。

增加供给
满足照护服务需求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

示，目前我国有 3岁以下（不含 3岁）

婴幼儿 5000万左右，而照护服务供

给不足。有调查显示，目前婴幼儿

在各类照护服务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1%。近 80%的婴幼儿是由祖辈参

与看护和照料，社会普遍反映家庭

婴幼儿照料负担较重。

党和政府多次提出全面推进幼

有所育、老有所养，而“幼有所育”

是“老有所养”的前提条件之一：如

果孙辈没人看护，老人也无法安然

“休养”。2016年 1月 1日全面两孩

政策实施后，“没人带孩子”成为制

约家庭再生育的突出因素，广大群

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日益

旺盛。

在此背景下，婴幼儿照护领域

的顶层设计应运而生。于学军表

示，意见确立了促进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 4条基本原则。一是家庭

为主，托育补充。发展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

指导，并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

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服务。二是政策

引导，普惠优先。强化政策引导作

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优

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三是安全健康，科学规范。按

照儿童优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

护婴幼儿，确保婴幼儿的安全和健

康。四是属地管理，分类指导。在

地方政府领导下，各地从实际出发，

有针对性地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

照护服务。

梳难补漏
鼓励社会力量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婴幼儿照

护领域存在着供需矛盾突出、祖辈

照料负担过重、养育机会成本提升、

对婴幼儿照护机构的专业性要求高

等问题，而婴幼儿照护机构还存在

着学前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社会力

量参与存在障碍、服务体系缺乏规

范监管、民办机构运营压力较大等

问题。在目前托育需求旺盛，公办

投入无法立即满足的情况下，应引

导市场健康发展。

近日出台的意见明确提出梳理

社会力量进入的堵点和难点，采取

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地方政

府通过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等

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量开展婴

幼儿照护服务、用人单位内设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支持力度。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刘鸿雁表示，意见提出规范发展

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鼓励政府给予补贴、社会积极参与，

有望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社会力量参

与不足、民办机构运营压力大的

问题。

“意见为解决 3 岁以下婴幼儿

照护服务提供了指南和方向，首先

从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化规范体系

开始，先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试点，

然后逐步推广，有助于逐渐形成满

足群众各项需求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体系。”刘鸿雁说。

加强监管
确保各方履行职责

政策规范只是第一步，要想把

政策落实到位，还需亮出监管利剑。

近年来有个别托幼机构有虐童

行为，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针

对婴幼儿照护服务人员紧缺、部分

人员素质相对不高等问题，意见提

出，加快培育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

人才，依法逐步实行工作人员职业

资格准入制度，对虐童等行为零容

忍，对相关个人和直接管理人员实

行终身禁入。

于学军强调，目前设置婴幼儿

照护机构实行备案登记制度，不进

行行政许可不等于放松监管，意见

针对监管问题从地方政府的主要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服务机构的主体

责任、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

对于监管责任划分，意见明确

提出要按照属地管理和分工负责的

原则，地方政府对婴幼儿照护服务

的规范发展和安全监管要负主要责

任。意见附有 17 个部门和单位的

分工，各个单位要按照各自的职责

履行监管职责。此外，各类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必须要符合

有关标准和规范，并且对婴幼儿的

安全和健康负主体责任。还将婴幼

儿照护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

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刘鸿雁表示：“意见在组织实施

方面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强化部门

协同以及监督管理，对虐童等行为

零容忍，有助于打消父母对非公立

机构的不信任。”⑥3 （据新华社）

如何推进“幼有所育”？

⬇ 信息快报

本报讯 （通讯员喻 泉）书声

萦绕润心田 丹青飘香溢校园。为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激发学

生的写字兴趣，近日，内乡县余关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弘扬汉字文

化 书写美丽人生”师生百人书法

比赛。

通过这次比赛，进一步提高了

师生汉字书写水平，培养了良好的

书写习惯。⑥2

弘扬汉字文化 书写美丽人生

创建全国健康城市进行时

本报讯 （记者马 哲）5 月 15
日，市疾病预防防治中心和市盐业

局共同开展了以“科学补碘益智 健

康扶贫利民”为主题的第 26个全国

防治碘缺乏病日主题活动。

“我是甲亢患者，平时吃哪种盐

呢？”在人民路市疾病预防防治中心

活动展台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群

众。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防治碘缺

乏病、科学补碘等相关医学知识，并

为现场群众发放了《中国居民补碘指

南》宣传知识手册。随后，市盐业执

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还为群众展示了

藏青盐、芹菜盐、姜盐等功能性食盐

的品种，现场演示了如何辨别食盐的

真假，并提醒广大群众，购买食用盐

要去正规的大型商超，选购国家专营

南阳盐业直供的放心盐食用。

举办此次活动旨在增强群众防

治碘缺乏病的意识，巩固消除碘缺

乏病防治成果，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缺碘的危害和如何科学补碘的方

法，提高广大群众的卫生防病意

识。⑥2

普及科学补碘知识
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本报讯 （记者赵 倩 通讯员

郑东林）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2019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

申报推荐工作即日开始。中等职

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高等职业

院校 （含技师学院）、职业教育科

研等单位中长期在一线从事职业

教育教学、教学管理、教学科研

的在岗人员符合申报推荐条件者

均可申报。

申 报 人 员 工 作 业 绩 应 突 出 ，

近 5 年来获得过省辖市以上相关

奖 项 或 荣 誉 ， 并 有 相 应 学 术 成

果。其中教学人员应担任教育系

列 (相近专业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8
年以上 ,从事本专业 (相近专业 )教
学 (技能操作 )工作 15 年以上且现

仍 在 教 学 ( 技 能 操 作 ) 岗 位 上 工

作；教学管理人员应担任教师系

列 (相近专业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8
年以上 ,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连

续 10 年以上 ,担任职业教育院、校

级领导管理工作 6年以上且现仍担

任院、校领导管理工作；教学科研

人员应担任教师系列 (相近专业 )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 8 年以上 ,从事职

业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20年以上 ,且
现仍在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岗

位上。

推荐单位在个人申报、民主评

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按照民

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

推荐候选人，并报经所在县区、市

直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和考核，

或组织评委会评审，确定候选人，

出具推荐报告，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相关推荐材料于 5月 20
日-25日前报送到市人社局专业技

术人员管理科，逾期不予受理，视

为自动放弃推荐资格。报送材料的

具体要求及相关表格可登录市人社

局 网 站 （http://www.hany.lss.gov.
cn）“专业技术人才”专栏中下

载。③7

省职业教育教学专家选拔推荐工作开始

民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