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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2日，郑万高铁高速

检测列车从郑州南站轨道上

驶过，标志着郑万高铁河南段

正式启动联调联试。由中铁

建工集团承建的郑州南站站

房工程主体结构施工也将全

面展开，正式进入既有线施工

阶段。据了解，郑万高铁完整

线路工程将实施分段施工，其

中，2019 年郑州至襄阳段通

车，2021 年襄阳至万州段通

车 。 ⑨ 6 河南日报记者

王 铮 聂冬晗 摄

郑万高铁郑万高铁
河南段联调联试河南段联调联试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广泛挖掘我市各条

战线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型和

感人事迹，充分展现新时代我市

共产党员良好精神风貌，面向全

市党员干部及广大摄影家、摄影

爱好者征集“党徽闪耀中原”河

南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赛作品。

本次活动由中共南阳市委

组织部、南阳报业传媒集团、南

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阳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

参赛作品和信息表需于 8月 20

日 前 报 征 集 邮 箱 ：

190846552@qq.com。

据了解，此次主办方邀请专

家组成专业评委会从所有上报

作品中筛选出市级优秀作品 50

件（同一作者获优秀作品不超过

2幅），并推荐参加全省“党徽闪

耀中原”主题摄影大赛。获奖作

者和单位，省市均颁发荣誉证

书，个人证书可作为申请加入河

南省南阳市摄影家协会条件之

一。市级优秀作品将在南阳党

建网、“南阳党建”微信公众号上

予以展示。省级获奖作品将在

省内有关场馆展出，同时制作

VR电子展馆，与省委网信办合

作在河南党员教育服务网、“互

联网+智慧党建”融平台等发布

推广。⑨6

河南省第二届主题摄影大赛——

8月20日前征集作品

本报讯（记者赵明禄）记

者从招生部门获悉，高职高

专批院校按程序投档录取

后，部分省内院校招生计划

有余额，有些院校新调入招

生计划，8 月 14 日 18 时至 8

月 18 日 18 时面向符合条件

的考生征集志愿。本次征集

志愿是我省 2019 年高招录

取增加的一次征集志愿。

据了解，本次征集志愿在

原分数线的基础上降20分备

档，备档线为140分。凡高考

成绩达到备档线且当前未被

录取的考生，可补报征集志

愿。

拟 选 报 征 集 志 愿 的 考

生，须于 8月 14 日 18 时至 8

月 18 日 18 时登录河南省招

生 办 公 室 网 站（http://

www.heao.gov.cn），查 阅

相关信息，凭本人账号和密

码登录“河南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生服务平台”（https:/

pzwb.heao.gov.cn）进 入 填

报志愿界面，按照规定程序

和时间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操

作。逾期网上填报系统关

闭，考生将无法再进行任何

填报操作。

普通类高职高专可选报

1~6 个学校志愿，每个学校

可报 1~5个专业及是否同意

调剂专业志愿。

对于已录取而无法填报

征集志愿的考生，请根据系

统相关提示予以核查或向当

地招办咨询。

本次征集志愿按平行志

愿规则投档，只投填报征集志

愿且符合相应条件的考生档

案。

考生选报征集志愿时，务

必注意查阅《招生考试之友》

（招生专业目录）和有关学校

的招生章程，了解学校的录取

要求、收费标准、办学地点等

情况。

据悉，教育部今年下达我

省普通本科生源计划数34.94

万人，同比增加1.56万人。录

取过程中，我省又争取面向全国

的招生计划和省外高校的本科

层次扩招计划9200多人。其

中，“211”以上院校较国家原下

达计划扩招了1397人，“985”

院校扩招了837人。⑨6

我省新增一次高职高专征集志愿

降20分备档，考生还有机会

本报讯(记者刘 阳)为确

保一线环卫工人在高温酷暑下

作业安全，连日来，卧龙区环卫

站采取多项措施，开展为环卫工

人送清凉活动。

日前，卧龙区城管局及环卫

站为坚守高温一线的环卫工人

送去了藿香正气丸、板蓝根冲

剂、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该

局领导嘱咐环卫工人在高温天

气要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避开高

温时段工作，减轻劳动强度，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确保人身安

全。

通过送清凉活动，环卫工人

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坚守岗

位，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夏季城

区环境卫生整洁。据统计，入夏

以来，卧龙区环卫站共发放防暑

降温物品 2000 余份，共计 5 万

余元，全部发放到 2000余名一

线环卫工人手中。⑨6

关爱环卫工 夏季送清凉

乳腺外科 尚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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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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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管狭窄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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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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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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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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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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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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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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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迫综合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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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北京、郑州知名专家将汇聚南石医院
南阳医讯

温馨提示：请患者朋友提前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