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0 日 ~21 日，北京宣武医院

疼痛中心教授唐元章受邀到南石医院

坐诊。由于时间有限，患者需提前预

约并做好相关检查。

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以及工

作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长期电脑

操作、伏案工作、玩手机、开车等不

良姿势，导致颈肩腰腿痛发病率进一

步升高并有向低龄化发展的趋势。据

统计，全球 80%人群患过颈肩腰腿

疼，主要表现为头痛、颈痛、眩晕、

肩痛、腰痛、上肢或下肢疼痛麻木，

甚至影响饮食、睡眠，中风偏瘫，严

重降低生活质量。

去年，南石医院成为首都医科大

学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示范基地医

院。每个月，北京疼痛专家到院一次

（两天） 进行查房、坐诊、手术。经

过半年努力，受到患者好评。应部分

患者要求，9月 20日、21日，南石医

院将再次邀请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

教授唐元章到院坐诊，由于时间有

限，患者需提前预约并做好检查。

唐元章教授擅长诊疗：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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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宣武医院疼痛中心

唐元章教授将坐诊南石医院
时间：9月 20日~21日，预约电话：1583871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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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石医院疼痛科专家介绍
刘清华：疼痛科（颈肩腰腿痛）主任，主任医师

曾在南京、天津、郑州、沈阳、广州、上海、扬州

等各大医院疼痛科进修学习，临床经验丰富，对疼

痛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难治性疼痛疾病有较高

的诊疗水平，擅长诊疗各型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

症、腰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股骨

头缺血坏死、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叉神经

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各种疼痛性疾病。对与

脊柱相关性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有独到的见

解，并总结出一系列独特的治疗方法，受到广大患

者的好评，在国家级杂志及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十多篇，获南阳市科技进步奖两项，为疼痛科学科带头人。

擅长运用多种微创技术，治疗各型颈椎病、颈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缺血坏死、风湿及类风湿性关节炎、三叉神经痛、带

状疱疹后神经痛等各种疼痛性疾病。

为贯彻落实南阳市“诸葛英

才计划”，加快人才强市建设，根

据《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

引进支持办法（试行）》(宛科

【2018】43 号)，现组织第二批南

阳市产业领军人才（团队）申报

评选工作。

一、申报条件
产业领军人才（团队）引进

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

1.产业领军人才或团队带

头人一般应为两院院士、外籍院

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等国

内外顶尖人才，长江学者、“千人

计划”专家、“万人计划”专家等

国家级人才，具有全日制博士研

究生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的其他高层次人才；

2.拥有与创业领域产品、技

术相应的知识产权或关键技术，

符合我市战略支撑产业和战略

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相关技术

能够转化，相关产品能够产业化

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从注册

之日起，批量化生产周期不超过

3年；

3.产业领军人才或团队带头

人，在我市创办企业的，应为法

人代表或实际控股人，实际投入

企业的资金不少于 100万元，且

企业为 2018年 1月 1日后在我市

注册；与我市企业进行合作的，

所占股权不低于 30%且投入企

业的实际资金不少于 100万元，

合作时间为 2018年 1月 1日后。

二、材料清单
1.附件材料目录；

2.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3.学历、学位、职称证书复

印件；

4.申报表中列举的所有科

研项目、获奖及专利情况的证明

复印件；

5.投资或占股证明材料；

6.企 业 注 册 证 明 或 合 作

协议；

7.当地公安机关出具的无

犯罪记录证明。

三、注意事项
1.材料申报：请按要求认真

填报《南阳产业领军人才（团队）

申报表》、《南阳市产业领军人才

（团队）计划书纲要》，并附所需

的各项证明资料；

2.材料报送：2019 年 10 月

15日前将纸质材料 1份和电子

版报送市科技局科技人才开发

与对外合作科。证明原件按目

录另装档案袋，相关单位审核后

将尽快退回；

3.申报常年受理，2019年 10
月 15日后报送的转到下次评审。

联系人：李 涛 徐墨涵
联系电话：63138265
监督电话：63312953
电子邮箱：kjjwsk@126.com

第二批南阳市产业
领军人才（团队）申报公告

表彰教育先进表彰教育先进 弘扬高尚师德弘扬高尚师德

本报讯（特约记者杨 冰 康 帆）

“淅川一高奖励 600 万元，淅川二高

奖励 300万元……”9月 9日，在庆祝

第 35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淅川县

拿出 1500 万元，对教育教学突出贡

献单位、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评选出

的“师德标兵”“最美家长”“美德少

年”进行嘉奖表彰。

淅川县集山区、库区于一体，

是国家级贫困县、移民大县。近年

来，该县把发展教育作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作为地方兴

盛的长远之计，夯实教育之基，拓

宽教育路径，让孩子们的心灵得到

净化和提升，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

更稳更远。

2016年至今，该县在因服务移民

迁安、保护水质等大局工作出现经济

下行、财政总量锐减的前提下，每年

对教育投入均在 7 亿元以上。淅川

县先后征收学校建设用地 133公顷，

新建、改扩建校舍 29.8万平方米、运

动场地 32.6万平方米，完善所有义务

教育学校配套设施，156所义务教育

学校标准化率达到了 100%，并顺利

通过省级验收和国家认定。今年，投

资 8 亿元的新一高一期项目和县七

小已建成并交付使用；引进的民办学

校中，投资 5 亿元的丹阳国际书院、

投资 2 亿元的正蒙书院顺利实现了

“当年建校、当年招生”。4年来，该县

累计补充教师 2498 名，师资水平稳

步提升。

为全面提高学生素质，该县力推

德育教育，推动德育进课堂，采用大

手拉小手、家校互动等方式，推动德

育教育向全社会延伸。2018年 5月，

九重镇一中学生张晓茹成为我省唯

一入选全国第一批“新时代好少年”

的学生。今年 8月，淅川县一高中学

教师孙均可荣获全国教育系统模范

教师称号。2019年，淅川县高考成绩

再创新高，淅川县一高被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授予优秀生源基地称号。

淅川县表彰教育教学先进单位，嘉奖“师德标兵”“最美家长”

1500 万元重奖教育功臣

教育结硕果
颁发贡献奖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何崎鹏 通

讯员梁 柱 黄朝帅）日前，镇平县表

彰 2018~2019 学年优秀教育工作者

和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位，以及名

师、名班主任、名教研组、名校长等，

并颁发奖金 2057.7万元。

2018-2019年，镇平教育硕果累

累，全县教育事业发展呈现良好态

势。该县将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

省、全市教育大会精神，紧盯目标，补

齐短板，抓好落实，进一步增强办好

教育的紧迫感、荣辱感和责任感；落

实有解思维，在教育教学管理上下真

功夫、下实功夫，全面落实以德树教、

以风正教、以文化教、以质兴教，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城乡教育一

体化发展；抓实校长、教师、“四名工

程”队伍建设，落实竞争上岗、对口支

教、送教下乡、师徒结对等要求，推动

整体教育质量均衡发展；营造尊师重

教氛围，在全县各个层面展开“排比

亮学”，开展尊师重教集体和个人评

选活动，凝聚凝聚共识，进一步坚定

全社会重视教育、大办教育、办好教

育的信心和决心。

庆祝教师节
举办颁奖礼
本报讯 （记者高 雪）9 月 9 日，

宛城区举行“庆祝第 35 个教师节颁

奖典礼”，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宛城区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教育

系统奖励 300万元，对段天才等 5位
荣获通令嘉奖人员进行颁奖，对张建

等 10 位国家、省、市级优秀救师代

表，陈明生等 10位区优秀教师、优秀

教育工作者代表进行颁奖，并对支持

教育工作的汉治街道办事处等 13个
先进单位给予表彰。

活动现场，来自宛城区多所学

校的师生们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

艺节目演出，展现了广大师生们良

好的精神风貌，为教师们带去节日

的祝贺。

为弘扬新时期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树立教师良好形象，激励教育工作者投身教育、服务群众、奉献社会，9 月

10日，高新区对该区 37名优秀教师、3名优秀教育工作者、27名优秀班主任进行表彰

全媒体记者 陈大公 通讯员 徐君琰 王 静 摄

市年票办市年票办、、各县区旅游局各县区旅游局、、旅行社均有发售旅行社均有发售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6339556663395566 网址网址：：www.nylynp.cowww.nylynp.comm

南阳旅游年票南阳旅游年票808080 元元元
有效期有效期 1313个月个月，“，“五一五一”、“”、“十一十一””及冬季森林及冬季森林

防火闭园期暂停使用防火闭园期暂停使用。。

((广告广告))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胡楚强

周成旭）昨日下午，南阳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召开教育大会暨第 35
个教师节表彰大会，对区教育中

心、新店乡等 4 个尊师重教先进

乡（街道）、市第二十一中等 3 个

中高招质量工作先进单位、新店

乡第一初级中学等 9 个教育教学

质量工作贡献显著单位、周新哲

等 10 名“最美教师”予以通报表

彰，并奖励 100 万元。

表彰会上，优秀教师和校长代

表分别发言，赢得现场热烈的掌

声。近年来，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以“名校牵动战略”为抓手，深

化教育改革，强化科学管理，教育系

统风清气正，教育质量稳中提升，受

到了各方赞誉。

表彰先进 弘扬师德

本报讯 （记者赵 洋）赞歌飘

扬，舞姿翩翩。昨日，南阳文化

艺术学校举办“迎国庆·感师

恩”迎新文艺演出，孩子们用

行动欢庆新中国 70岁华诞，

为教师献上节日的祝福。

舞台上，歌伴舞《阳光

路上》喜气洋洋，曲剧《红

娘》迎来掌声不断，一曲《我

爱你中国》感染全场同唱……

整场 10 个节目全部由学校老

师悉心指导，学生上台用心表

演，涌现出真挚的师生情谊。演出

前，南阳文化艺术学校还对在校优秀

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和

优秀青年工作者进行了表彰。

歌甜舞美
感谢师恩

“学”以致用
“活”用方式
“严”字当头

（上接 01版）

直击问题，“活”
用方式，深入开展专
项治理

宛城区五里堡街道吕庄

社区存在两个沙场，一个紧邻

学校和居民楼，道路狭窄，安

全隐患极大；另一个位于雪枫

路与仲景路交叉口，占地 30
余亩，料堆不覆盖、地面灰尘

一寸厚、扬尘严重。三分组获

得线索后，通过实地走访查实

问题，问题移交后，宛城区攻

坚办立即对违规沙场依法依

规治理，并举一反三、研究制

定全区沙石料场整治方案。

该分组结合被巡察单位

职能职责，灵活运用查阅资

料、实地走访、问卷调查、专项

检查等多种方式，从中央、省

环保督察反馈清单、网络舆情

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入手，

对价值大、可查性强的线索深

入了解核实，直击重点。

同时三分组还创新方式方

法，集中开展专项检查。分别

利用两天时间，集中对加油站、

建筑工地开展专项检查。对加

油站重点查看证照办理、双层

罐改造、油气回收设备运转情

况以及黑加油站整治是否到位

等问题；对建筑工地重点查看

是否能够落实“六个 100%”和

“三员制”。采取条块结合、城乡

结合方式，对城市黑臭河水、“散

乱污”企业和商砼站、沙石料场、

畜牧养殖场进行拉网式排查。

三分组在突出立行立改、

督促问题整改的基础上，进一

步要求宛城区污染防治攻坚

领导小组及 10个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在巡察期间结合自身

问题，组织一次专题学习、召

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统一

建立一套问题整改台账、开展

一次专项治理，进一步夯实责

任，传导压力。

实 处 着 力 ，
“严”字当头，坚决
推进问题整改

看似是一份简单的工作

汇报，它的产生却并不“简

单”。三分组结合巡察发现的

突出问题，认真审阅被巡察单

位上报的工作汇报，着重突出

围绕“四个聚焦”。对认识不

到位、查摆不全面、问题说不

透、敷衍应付、避重就轻、上推

下卸的，通过召开 10 个单位

“一把手”会议当面提要求、下

发材料审阅清单、退回汇报材

料等方式，督促 10个单位党组

织深刻自我查摆、剖析问题，

确保被巡察单位端正态度、不

遮不掩、深刻自查、主动整改。

这种“严”可以说贯穿此

轮巡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

对立行立改事项和涉及污染

问题整改情况，三分组逐一核

查，对交办问题整改不彻底、不

全面，避重就轻、支乎应付的，

逐项列出清单、点事点人，明确

要求和标准，督促重新整改。

前不久，三分组根据群众

举报发现，宛城区高庙镇西张

营村一石粉厂，无用地、建设

及环评手续，污染十分严重，

属于典型的“散乱污”企业。

且该企业多次擅自撕毁封条，

偷偷开工生产，屡禁不止。三

分组遂要求对涉事企业依法

打击、取缔，并对有关党组织、

党员干部提出了问责建议。

截至目前，三分组共下发

整改通知书 28 份、涉及问题

95 项，下发情况说明通知书

16份，移交信访事项 50件，较

好地发挥了专项巡察的利剑

作用。②5

（上接 01版） 基层组织建设

进一步加强，我们取得的每一

点成绩，都源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导，源于加强党的建设带领人

民群众不懈奋斗。

千万南阳人要实现全面

小康，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勠力同

心，再创辉煌。

初心如炬，使命如山。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的一项重大政治

任务，也是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的具体行动。让我们把

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

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

头 苦 干 、真 抓 实 干 的 自 觉 行

动，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初心如炬 使命在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