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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的有
关规定#按照市委$属地管理%重心下
移&的要求#规划%建设监管权已下放
到我区城建规划主管部门' 在日常
巡查中发现#截至公告发布之日#以
下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未向我局提
供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现公告如下(

一%南阳仁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项目(澜湾盛景

二% 河南锦寓置业有限公司#

开发项目(美丽之都
三% 中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项目(南都领御
四%南阳同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项目(同晟国际

五%河南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项目(尚城国际

六%河南万家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项目(玫瑰公寓

七% 乾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项目(汉景苑

八%南阳市鑫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项目(光武帝城

九%南阳市银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项目(仲景花园

十%南阳市万事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项目(万事达生活
广场

望以上单位见到本公告后抓
紧时间向我局提供规划%建设许可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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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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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走访群众促和谐
日前!新野县法院的法官深入乡村!走访群众!努力营造基层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

本报记者 李京洋 通讯员 赵会平 鲁丽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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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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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选手术 安全摘眼镜
--- ./01234456789:;2<=

近视手术经
!"

年的发展# 由最
早的

&'(

到渐为成熟的普通
)*+,(

%

超薄
)*+,(

%

)*+-(

手术 %

+.(

直至
目前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第五代近视
手术***飞秒激光) 其安全和效果已
是有目共睹) 面对众多的手术宣传#

对于广大近视朋友来说#选择哪家医
院#选择哪种近视手术方式最好+ 笔
者近日走访了南阳眼视光医院院长
宋小康)

问 !宋院长 !作为已成功手术万

余例的屈光手术专家!您认为应该怎

样选择摘镜手术呢#

答 !毋庸置疑 #当然要选择设备
最先进,技术最完善%经验最丰富%服
务最到位的医院 -若条件允许 #首选
与世界同步的顶级飞秒摘镜手术) 据
权威机构统计的数字显示(在各类屈
光近视手术方式中# 作为高品质#零
风险安全手术#飞秒激光已经成为近
视者摘掉眼镜的主流选择)

问!为什么飞秒激光受到近视摘

镜者的如此热捧呢#

答!$高安全&%$高品质& 是目前
近视患者对飞秒手术的普遍认可#是
越来越多消费者追求它的理由)

高安全(准分子手术几乎所有的
风险和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都来自
于机械刀制作角膜瓣的过程) 飞秒激
光的全激光无刀制瓣技术#使制瓣过
程的安全性发生了质的飞跃) 手术医

师只需在电脑上输入相关数据# 固定
好眼球#全过程由计算机控制完成)且
其精密度是机械角膜刀的

#%%

倍) 同
时消除了由于使用机械角膜刀而可能
引发的瓣移位%游离%破碎#以及机械
刀消毒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交叉感染#

使手术安全性远远超越以往任何术
式)因为它非同一般的精准#可以最大
限度保留角膜厚度#使约占

#%/

的屈
光不正患者由于高度近视% 角膜太薄
等原因#常规不能做手术的人#也有了
做近视摘镜手术的机会)

高品质( 飞秒激光制作的角膜瓣
复位与基质层咬合紧密#愈合更牢固)

角膜生物力学改变小# 术后更接近角
膜原态#眼球的内应力%抗冲击力基本
不受影响) 不易因运动中受到外伤而
出现意外) $飞秒激光&可以精确地打
开眼部组织分子链# 制作出更均匀更
平滑的角膜瓣# 有效避免了机械刀制
瓣可能出现的术后高阶像差而导致的
眩光%视物失真等#让近视患者获得趋
于完美的视觉质量) 且切削的深度表
浅# 最大限度减少了损伤角膜层间神
经#减少了术后干眼症的发生率#术后
更舒适)

问 ! 为啥人们现在很少做普通

)*+,(

手术! 这种手术方式有哪些弊

端#

答!

)*+,(

术式为准分子激光发
展的第二代手术方式#自

0112

年开始

做)受设备技术的局限#制作的角膜瓣
厚达

03%405"67

# 该手术存在四大弊
端(

08

对术者的角膜厚度有刚性的要
求# 角膜厚度不够的人可能就要放弃
手术)

!8

因制瓣较厚使残留角膜自身
应力大大减少# 存在术后继发角膜膨
隆%圆锥角膜的风险)

98

由于设备技术
的落后#制作的角膜瓣相对粗糙#切削
面不光滑#厚薄有差异#术后虽然视力
能达到

08"

# 但由于高阶像差加大#部
分患者会出现眩光%光晕%夜视力下降
等现象# 严重时会影响夜间开车者的
安全)

:8

制作角膜瓣的过程中#切断了
角膜层间神经# 使手术后干眼症状明
显#甚者有烁感)病人需长期点眼以缓
解 ) 因此该术式逐渐被淘汰 ) 超薄
)*+,(

是普通
)*+,(

的有限升级#只
是制作的角膜瓣稍薄了一点 # 约为
09%67

左右# 但因其方式方法仍同普
通

)*+,(;

前者所具有的弊端仍然存
在)

问!宋院长!现在哪一种手术方式

相对性价比高一些! 更适合普通大众

呢#

答! 目前性价比较高的手术方式
应该是

+.(

了) 它全称是前弹力层下
激光角膜磨镶术# 是一种在前弹力层
下制作角膜瓣的准分子激光手术) 相
比普通

)*+,(

手术#

+.(

术式最大改
进之处在于四个方面(

08

制作的角膜
瓣更薄 .瓣厚

1""7

/#角膜瓣精确度

更高#也更光滑)

!8

切削位置最大限度
的表浅#保留的角膜最多#降低了手术
后出现角膜膨隆的风险# 手术安全性
最大提升)

98

切削面光滑.可与飞秒媲
美/#术后恢复更快#术后视觉质量更
好)

:8

因切削表浅且瓣蒂位置留在鼻
侧#最大限度保护了角膜层间神经#手
术后几乎没有手术所致的干眼症)

南阳眼视光医院自
!"":

年开展
准分子激光手术八年来# 已有万余人
.其中飞秒激光近

3""

人/近视朋友在
这里彻底摘去了眼镜#重获完美视觉)

八年来该院经过两次设备, 技术升级
现开展普通

)*+,(

,超薄
)*+,(

及独
家开展的优化

)*+-(

,

+.(

,飞秒激光
.普通

)*+,(

仅收费
!3""

元
<

双眼/)

该院由鹰视酷眼与瑞士
=>?7?@

飞秒
激光联机.我省仅三台/开展的准分子
屈光手术# 在南阳没有第二家医院能
与其相媲美.每周三手术日/)

!"#00

人物链接! 宋小康# 眼科主任医
师#河南省教育厅学生近视防控专家)

专业从事青少年近视防控研究# 在本
省率先医学验配角膜塑形镜# 已成功
主刀准分子手术万余例)

活动链接! 南阳市第二届近视治
疗节暑期学生专场#学子.凭证/尊享
飞秒

3"""

元-

+.(

术式
3""

元优惠)

网上答题报名优惠更多)

咨询热线!

59092:"2

网址!

AAA859"52:"28BC7

"钟言#

南阳二职校助你轻松留学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留学班&是南阳第二

中等职业学校与广州涉外经济职业
技术学院签订的联合办学项目 #开
设会计 ,市场营销 ,电子商务技术 ,

动漫艺术设计,酒店管理,中西餐厨
和社区服务 .护理 /等专业 #各专业
均招

0%

人) 留学班实行 $

!D!

&.专
科/,$

!E9

&.本科/ 的模式共同培养
学生#即在南阳二职校学习两年#由
外籍教师和本校教师授英语和文化
课# 第三学年起在澳大利亚高校学
习#毕业后获得澳大利亚高校文凭#

国内承认学历)

学生前两年在南阳二职校的学
习费用为

#

万元# 到澳大利亚高校

第一年的学习, 生活费用大约需要
#!

万元人民币)学籍注册半年后#带
薪实习每月便可获得

#

万元的薪
酬#足够负担学习生活开支) 完成学
业后# 学生还可获得澳大利亚一至
两年的工作签证#年薪最低

:3

万元
人民币)

该留学班英语免试#费用低#回报
快) 即日起开始报名#招满即止)

!"##3

学校地址!南阳市人民南路
:$%

号"人民公园西对门$% 乘
#

&

9

&

!!

&

!1

路公交车到人民公园站下车即到%

咨 询 电 话 !

%9$$ F59!!9%95

#929$$221!2 #321992%#!!

招生详情请登录!

AAA8GH?IJ8BG

./>?@ABCD)!EF)

关于责令企业限期接受年度检验的通告
依照 !企业年度检验办法" 第四

条, 第十九条的规定# 现责令截至
!"0!

年
5

月
9"

日尚未按规定接受年
度检验的各类企业于

!"0!

年
$

月
9"

日前到我局企业登记机关接受年度检
验#逾期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通知

!"0!

年
$

月
3

日

社旗开展交通
安全百村行活动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

巴志峰/

5

月份以来#社旗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强化农村交通安全管理# 在全
县开展$交通安全百村行&活动#受到
群众好评)

活动开展以来#交警大队勤务,事
故, 车管中队的民警深入乡村巡回宣
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发
放

0

万余份宣传材料)与此同时#交警
大队以全县

03

个基层公安派出所为
依托#成立了车辆交通管理站#建成了
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网络# 负责农村机
动车辆及驾驶员的登记管理)同时#对
来历不明, 手续不齐的机动车予以扣
押#对无牌无证违法行为严厉打击#有
效遏制了农村交通违法上升势头)

至目前# 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共为
群众办理机动车入户

2!"

台# 办驾驶
证

3!"

本-行政拘留
00

人#查获盗抢
摩托车

5

台# 农村地区的交通事故比
去年同期下降了

9$8!K

)

!9

天工兰乔圣菲项目奠基
本报讯 .记者贾志红 通讯员

谢君峰/

$

月
1

日上午#市工业北路原
齿轮厂院内彩旗飘飘#锣鼓喧天#由河
南天工建设集团房地产公司开发建设
的天工兰乔圣菲项目在这里举行隆重
的奠基仪式)

兰乔圣菲项目是天工房地产重点
打造的南阳高性价比高档住宅小区#

位于天山路与车站路交叉口东南角#

北临卧龙区九年制义务教育重点学校
南阳市二十一学校# 东临城市内河观
光风景带梅溪河# 向东的供电公司南
航生活圈近在咫尺)天工兰乔圣菲#真
可谓出则繁华#入则宁静)

天工兰乔圣菲项目总建筑面积
!3

万平方米#由
#:

栋高层住宅组成#

规划设计
#5%%

余套商品房#计划分三
期开发建设) 为打造高雅舒适的居住
环境# 该项目采用一线城市盛行的高
雅华贵的

*@LM?BC

风格# 小区配置有
高档幼儿园,高级会所,运动场所,外
置商业等#同时打造

2%%%

平方米的南
阳社区第一人工湖)

加强审计监督
本报讯 .通讯员邢秋萍/方城县

审计局加大对各被审计单位支出中特
别是各项大额支出票据的审核力度#

对于有疑点的发票首先辨别发票的真
伪)针对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

该局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进行了
处理和处罚) 同时#从完善发票管理,

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和内部控制等基
础性制度机制方面# 向被审计单位提
出了建议# 并认真督促被审计单位整
改)

!!

一腔热忱献教育 三尺讲台写风流
'''记(张海迪式)教师杜亚伟

本报通讯员 王炳双 黄彦林

$敬爱的杜老师(你用残躯撑起
了博大的信仰#你用坚毅绽放了生命
的美丽) &一位杜亚伟曾教过的学生
在写给他的信中用这样的话来表达
对他的崇敬之情) 这也正是杜亚伟的
真实写照)

杜亚伟# 西峡县田关乡杜营小学
教师#在大腿截肢后#凭着对教育事业
的满腔热忱和执著追求# 无怨无悔地
坚守三尺讲台#用身残志坚的行为#演
绎了新时代$张海迪式&的传奇经历#

用大爱谱写了一曲感人的奉献之歌)

!%%!

年
3

月
#1

日# 是一个平常
的日子# 但对杜亚伟来说却是人生面
临重大磨难和考验的一天) 那天他为
了给即将临考的学生购买模拟试卷#

在路上不幸遭遇车祸# 一辆迎面而来
的大货车无情地轧断了他的左大腿)

医生告诉他伤情严重#必须截肢)这突
如其来的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给炸懵
了)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是否将从此告
别心爱的讲坛+ 是否再也看不到自己
所教的学生们那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自己今后的人生之路将如何走呢+

当看到学校同事们那鼓励的眼
神#看到学生们送来的鲜花#他泪流
满面#被深深感动了(为了村里的娃
子们能多学点知识# 将来更有出息#

我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了#我要站起
来#我要重返校园0

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他终
于能依靠假肢和拐杖站立起来了#但
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 重返校园的强
烈念头#使他再一次作出了惊人的决

定) 他要撇下年近
2%

岁且患有高血
压的老母亲#让妻子到学校帮助自己
干工作) 消息一传开#村里的人们议
论纷纷#对此#杜亚伟只是淡淡地一
笑) 谁能了解他内心对学校生活的那
份向往和热爱呢+

凭着一腔热忱#他硬是走入了久
违的校园) 到校之后#学校领导看他
行动不便#决定让他担点轻课#但杜
亚伟却婉言谢绝了#他又担起了自己
以前教的数学课# 一干就是十个年
头) 在此期间#杜亚伟遭遇了许多不
幸和磨难)

!%%5

年春#他的妻子被诊
断为冠心病# 急需进行心脏搭桥手
术#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为了给他解
燃眉之急#学校背着他组织了一次捐
款献爱心活动# 当钱送到他家时#他
硬是死活不肯接受)

从家里到学校每天要走二里多
的山路#刚装上假肢后#他很不适应#

往返学校的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次跤#

漫长的路程使假肢把他的大腿也磨
出了窟窿) 于是他干脆把假肢卸下拄
上双拐去学校)

课堂上由于长时间站立# 腿上的
疼痛也更加剧烈了) 学生们劝他坐下
来讲#但他却拒绝了#他说哪有当教师
坐着讲课的)他这种坚韧和顽强#无私
和敬业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 也是
一种无形的催化剂# 每节课都以感人
的力量催化着学生那颗稚嫩的心#教
会学生们如何做人#如何面对生活)

十年来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
雨# 但他从没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

没有停止过对教育理想的执著追求)

用他的话说($自己的时间有的是#而

学生们的学习时间却耽误不起#不能
因为我而误人子弟# 教书凭的是良
心) &十年来他就是用这种朴素的$良
心&意识#为学生架起了通往知识殿
堂的桥梁) 他所教的班成绩在全乡甚
至在全县都是名列前茅#教出的学生
大部分考上了重点大学)

杜亚伟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了
整整十年#他凭的是对教育的信仰和
对学生的大爱) 他在教育这片乐土上
勤奋而艰辛地耕耘着#执著而无悔地
奉献着# 他收获的是一份快乐与充
实#一份自豪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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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老人走失终返家
本报讯 .记者范志钦 通讯员

张红宝/

$

月
5

日# 邓州警方耗时近
:

个小时# 将一位走失
#!

个小时的
2#

岁移民老人送回家中)

当天
#1

时许#邓州市公安局白牛
派出所接热心群众报警#称在元庄乡
罗营有一位因迷路而无助的老人#老
人自称是白牛乡移民) 接报后#民警
立即与白牛乡周沟移民新村村干部
联系核实情况#并在元庄乡罗营砖厂
附近找到老人)随后#民警为老人买来
牛奶,面包等食品#约

#

个小时后#白
牛乡周沟移民新村干部向民警提供
了老人的个人信息)原来老人姓韦#今
年

2#

岁# 家住白牛乡周沟移民新村)

老人一大早出来遛弯儿#从白牛乡一
直走到元庄乡#却在一个砖厂附近迷
了路) 之后#民警驱车将老人送回了
他在白牛乡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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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讯 .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书全

曲涛/近日#唐河县公安局上屯派出
所民警帮助两位迷路老人回家)

当日上午
#%

时许# 该所民警在
上屯镇走访时#一辆开往枣阳的客车
停在他们面前#司机称$车上一位老
太太#到上屯镇后死活不肯下车&#民
警便把老人带回所里) 经反复询问#

老人终于想起自己女儿名叫鲁秋香)

经过网上查对#民警将老人送到上屯
镇茨园村其女儿家中)

老人叫杨秀兰#是平顶山襄城县
人#

$1

岁) 当天#她独自一人到上屯
镇女儿家#却在上屯镇迷了路)

无独有偶#当日
#2

时许#该所民警
张超在辖区走访路过赵基屯村时#见一
位老妇在农田路边躺着)经询问得知老
人叫赵秀梅#家住马屯村#民警遂将老
人带到车上#并给她买来干粮充饥) 随
后#民警与村干部联系#在村干部的帮
助下#将老人送到其女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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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报废车牌 被罚款扣分
本报讯 .记者陈大公 通讯员

马晓/为逃避交通违法处罚#李某竟
然使用报废车辆的牌照)

$

月
$

日#

爱使小聪明的李某被执勤交警拦下)

当日下午#市公安局高新派出所
交管巡防大队民警在人民路与张衡

路交叉口执勤时#发现一辆丰田霸道
越野车未安装号牌)民警示意其停车
接受检查#司机假装没看见欲调头溜
走#但被民警驱车追上截住)经查#民
警在该车后备箱内发现有两副车牌)

据当事人李某称# 除车上一副车牌

外# 另一副车牌是一辆报废车上的#

因经常跑长途怕超速被电子眼拍到#

就不停使用$变脸&手法#要么不挂牌
要么挂假牌#以此逃避处罚) 李某因
涉嫌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依照
有关法规被罚款

!%%

元#扣
5

分)

!#

)*

#$

玩猫腻运假药 (障眼法)被识破

本报讯 .记者赵勇 通讯员
陈鑫/

$

月
5

日# 一名司机认为晚上
民警不上班# 就拉着一车假药出门#

谁知还没走多远 # 就被 $夏夜守
候& 的市公安局梅溪派出所民警拦
下)

$

月
5

日
!#N:%

# 梅溪派出所交
管巡防大队民警在市城区卧龙桥北
进行 $夏夜守候& 执勤时# 发现一
辆自西向东行驶的银灰色柳州五菱
面包车# 在快到十字路口时# 走走
停停# 形迹可疑) 执勤民警便上前
示意车辆靠边停放# 接受检查) 打
开车门后# 民警大吃一惊# 面包车
内竟然没有座椅# 里面堆放的是满
满一车鼓囊囊的化肥袋) 打开袋子#

民警发现袋子里装的竟是空塑料药
瓶, 药物说明书及满满几袋子密密
麻麻的黑色药丸) 民警通过仔细盘
问# 得知车上的这些化肥袋里装的
全部都是假冒伪劣药物及包装用的
瓶子和说明书)

该面包车司机本认为晚上民警
不上班# 出行会比较方便# 谁知刚
走到卧龙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就被民
警发现了) 目前# 该车驾驶员及车
辆, 车内物品已移交梅溪派出所案
件大队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9

图为被查获的一车假药"

本报记者 赵勇 通讯员 陈鑫 摄

书法大家
添彩盛会
$

月
:

日!应市美术家

协会之邀!全国知名书画家

王文祥$王华$高永谦来到

南阳名士画廊! 挥毫泼墨!

为第七届全国农运会献艺

添彩"

!!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名酒连锁

电话订酒 免费送货
$

家专业直营分店 省酒协推荐放心酒经营企业

订酒电话!

001

转(大酩府) 加盟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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