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1方城县中医院中风科
302方城县广阳镇卫生院中医科门诊
303南阳市骨科医院（南阳市第五人民医院）运
动医学关节微创科
304南阳市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305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二病区（结核内科）
306南阳南石医院烧伤整形科二病区
307南阳医专一附院心血管内科
308南召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309社旗县中医院康复科
310社旗县妇幼保健医院内科
311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产房
312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313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五官科
314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内分泌科
315南阳市中心医院肾病风湿免疫科
316南阳市中心医院儿科三病区
317唐河县妇幼保健院产科一病区
318唐河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319南阳市宛城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320宛城区红泥湾镇卫生院中医骨伤科
321宛城区瓦店镇卫生院中医骨伤科
322南阳文和骨科医院脊柱关节科
323南阳市卧龙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324南阳卧龙医院血液净化室
325淅川县中医院内一科（中风专科）
326南阳胸科医院微创外科、肿瘤科
327南阳市眼科医院六病区
328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三科
329南阳油田总医院创伤骨科
330淅川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

南阳市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优秀院长、示范医院、
示范科室（病区）系列推荐宣传活动启动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2017年深入落实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7〕139号，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精神，通过典型带动，示范先行，向社会传播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等
方面做出的努力，根据文件要求，经研究，在河南省卫生计生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指导下，
南阳市卫生计生委开展“持续改善医疗服务优秀院长、示范医院、示范科室（病区）系列推荐
宣传活动”，名单公示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101马玉红（南阳市眼科医院）
102马永干（桐柏县城郊乡卫生院）
103马连梅（南召县妇幼保健院）
104马磊（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105王立义（南阳医专一附院）
106王伟（内乡县马山口镇卫生院）
107王基（新野县施庵镇卫生院）
108王霞（社旗县人民医院）
109化旗（方城县人民医院）
110边洪昌（方城县中医院）
111边艳争（社旗县饶良镇中心卫生院）
112孙保信（新野县中医院）

113杜东阳（社旗县卫校附属医院）
114李云生（南阳市胸科医院）
115李旭敬（社旗县田庄卫生院）
116李明虎（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117杨朋彬（南阳油田总医院）
118吴太安（南阳文和骨科医院）
119吴淼（唐河县祁仪乡卫生院）
120张大义（宛城区第一人民医院）
121张丰楼（西峡县人民医院）
122张玉林（唐河县马振抚乡卫生院）
123武从亮（桐柏县黄岗镇卫生院）
124屈向阳（方城县博望镇卫生院）

125赵俊祥（南阳南石医院）
126赵留城（南阳市宛城区高庙乡卫生院）
127相耀光（河南红阳工业职工医院）
128段建华（宛城区金华镇卫生院）
129晏志保（南阳卧龙医院）
130郭志钦（唐河县城郊乡卫生院）
131姬淅弘（淅川县人民医院）
132鲁鹏（桐柏县妇幼保健院）
133温海军（西峡县妇幼保健院）
134裴建锋（淅川县中医院）
135翟玉峰（南阳市中心医院）
136熊俊杰（内乡县人民医院）

201方城县博望镇卫生院
202方城县中医院
203方城县妇幼保健院
204南阳市骨科医院（南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205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206南阳南石医院（河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
207内乡县马山口镇卫生院
208社旗县陌陂镇卫生院
209社旗县饶良镇中心卫生院
210社旗县田庄卫生院
211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212南阳市中心医院
213唐河县黑龙镇卫生院
214唐河县源潭镇卫生院
215桐柏县城郊乡卫生院
216桐柏县妇幼保健院
217桐柏县黄岗镇卫生院
218南召县人民医院
219宛城区黄台岗镇卫生院
220南阳市宛城区中医院
221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蒲山医院
222南阳卧龙医院
223淅川县人民医院
224新野县人民医院
225南阳市眼科医院
226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227南阳油田总医院
228镇平县人民医院
229唐河县郭滩镇卫生院
230内乡县人民医院 13838565077

（同微信）

详情关注《南
阳卫生计生》官方
微信公众号（医疗
点赞）按钮或扫描
下方二维码进入
官方投票平台或
直 接 登 录 nyyl.
ppx10.com

十佳优秀医院院长

十佳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 十佳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示范科室（病区）

参与方式

活动咨询电话

网购汽车票 可刷身份证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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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瞧

本报讯 河南进入了“两会时间”，
为方便代表、委员看报，《大河报》特开
通了“两会”报纸速递绿色通道，送报
时间与代表、委员们向大会报到的时
间同步。这意味着，代表、委员们每天
清晨在入住的客房内，就可以看到当
天的《大河报》了。

“每天早上7点前，我都会把散发
着墨香的报纸送到大河锦江饭店去。
在前台，有专人负责接收报纸，再分发
给住有代表、委员的客房去。”昨日，郑
州市金水区政七街营销中心社区经理
杨双告诉记者。而在同一个时间段，
社区经理尹松枝，会把报纸送到紫荆
山宾馆；社区经理王成莲，会把报纸送
到河南饭店；社区经理尹娜，会把报纸
送到山河宾馆……

为了让“两会”报道更加接地气，
增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和参与性，
大河报推出了极具创意的“两会”系列
重磅报道。24日，省长陈润儿在省十
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

告，第二天便推出了最科技感、最时尚
范儿政府工作报告解读，呈现在读者
眼前的便是一幅幸福长卷。此外，大
河报推出了爆款融媒产品——“大美
河南万元闯关”答题有奖互动游戏，出
题的范围涉及18市的风土人情，涉及
2018年省“两会”的基本常识。这款游
戏短时间内便吸引了10万+网友参与
互动。

“跳一跳”是最近风靡全网的小游
戏。24日，省长的工作报告结束后不
久，大河报精心筹划的创意H5作品

“跳一跳读报告”便新鲜出炉了。在这
款小游戏中，跳动的小人会解锁2018
河南人的“幸福密码”。

大河报还联手微软小冰，利用人
工智能为最美老家作诗；联手今日头
条，以大数据方式发布河南18市“画
像”……因此，大河报“两会”报道不仅
被行业内的公号评价“很科技”“避免
了时政信息的硬解码”，连一些参会的
老代表都点赞本报推出的“新面孔”栏
目，表示“能抓住90后代表这个群体”。

方便省两会代表、委员看报
本报开通绿色通道

□见习记者 彭飞
通讯员 汪军

本报讯 今年的春运就要于2月1
日开始了。昨日上午，记者从郑州交运
集团春运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区
各客运站已推广使用电子车票，旅客通
过网上购票渠道购买车票后，持身份证
在乘车站刷证即可进站，无需在窗口或
自助机上换票。

郑州交运集团相关负责人分析称，
农历腊月二十至二十九是客流相对集
中的时段，主要以返乡流、探亲流为

主。节后各客运站客流将保持平稳，短
时客流高峰集中在大年初六至十六之
间。

为保障乘客顺利安全返乡，郑州市
区各客运站除了继续实行网络售票、自
助售票外，还将开设“务工人员售票窗
口”，并提前到企业、院校、工地等实行
上门售票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市区各
客运站已经推广使用了电子车票，旅客
通过网上购票渠道购买电子车票后，持
身份证在乘车站刷证即可进站，无需在
窗口或自助机上换票。旅客如果要退
票，可直接在网上进行操作。

□记者 邵可强
实习生 梁其琳

本报讯 开车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
法，20天时间我省就查出18219起，按
照法律规定，此违法将被处20至200元
罚款、扣3分。

据介绍，今年1月5日至24日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组织为期20天的城市道
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人和非机动车闯
红灯、路内违法停车等严重影响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与畅通的突出交通违法行
为，着力打造绿色文明、和谐宜居的城
市交通环境。据统计，行动20天仅机
动车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法全省就查
处18219起。

开车不礼让斑马线，将受到处罚。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对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
的，处20至200元罚款扣3分；对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处
20至200元罚款扣3分；对行经没有交
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未避
让的，处20至200元罚款扣3分。

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将被罚
款扣分，那么问题来了：行人闯红灯“相
遇”怎么办？“从法律上来说，在同等通
行条件下，行人具有优先的路权。”一法
律人士介绍，生命高于一切，所以绿灯
时只要行人走在人行横道上，可能和机
动车发生交通冲突时，行人具有优先
权，机动车应该停车让行，以确保行人
安全。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能“扫码支付”便不用现
金，能走上几公里就不使用交通工具
……通过这些低碳行为收集“绿色能
量”，便可在阿拉善、库布其等自然保护
区种上一棵梭梭树去保护生态环境。
最近一段时间，通过支付宝客户端中蚂
蚁森林这个小程序，不少用户用生活中
的一点一滴明白了低碳生活的意义。

本月21日至23日，由国家信息中
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
合作中心、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
省发改委联合主办的“2018低碳中国
行河南站”行动在我省郑州、济源等地

举行。在交流活动中，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许吟隆介绍说，“低碳”意味着“一加一
减”：加，就是增加“碳汇”，通过推广植
树造林，加大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力
度。“减”则是减排，通过绿色生产和绿
色的生活方式，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此外，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
会秘书长赵大兴介绍，目前在一些沿海
城市，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购买“绿
色出行低碳公益卡”来投资植树造林，
进而“中和”自己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这
一代表着现代人公益理念，履行公共责
任的行为，日后也有望在郑州变为现
实。

“低碳中国行”在河南启动

□记者 房琳 闾斌 颜钊

本报三门峡讯 1月25日，大河报记者从三门峡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
到，目前三门峡市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监控抓拍地共4处。

这4处分别是：崤山路市医院门口、崤山路市委门口、黄河路四小门口、黄河路
实验二小门口。

□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陈曦

本报商丘讯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商丘市分公司联合多部门举办了免费送车票
公益活动。活动续到3月3日。

据介绍，活动将送出2月24日、2月27日、3月3日从商丘发往上海、杭州、东莞3
个方向的火车票共计4000张。其中3000张，外出务工人员可关注“商邮惠”微信平
台参与免费车票活动抽取。

春运期间郑州各客运站推广使用电子车票

三门峡在这4处抓拍不礼让行人行为

不礼让斑马线
我省20天查处1.8万起

商丘邮政免费送4000张车票相关新闻

将发送班次 12.5万班 郑州交运集团营运车辆 1800余台
将发送客流 210万人次 郑州各客运站总投入运力 3800台以上

郑州市区各汽车客运站春运预计数字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