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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供电公司电力扶贫获赠锦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王鹏
9月5日，
睢县土西村扶贫
车间河南佳美乐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王恒为睢县公司赠
送锦旗，称赞该公司“电力相
助精准扶贫 支持企业排忧解
难”
。为做好该企业生产旺季
电力服务工作，
日前睢县公司
为该企业新增 10 千伏配变容
量 200 千伏安，
并提供高低压
线路架设和高压计量装置安

装服务，
为企业健康生产保驾
护航。
“当初感觉土西村交通不
便，
在这边投资建厂内心也充
满踌躇，
是睢县供电公司的工
程建设速度和优质服务给了我
们信心，
让我们决心在这里扎
根生产。
”
谈起河南美佳乐食品
有限公司来土西村建厂的初
衷，
该公司经理王恒仍对电力
服务念念不忘。在 2017 年中
睢县118个扶贫车间几乎同时

开工上马，
为确保扶贫车间如
期投入生产，
睢县供电公司决
心将电网建设走在前列，
按照
“一村一策”
工作要求同步推进
工程建设。在美佳乐食品公司
转变建设过程中，
睢县供电公
司结合施工现场坑塘、树障等
复杂环境，
制定施工方案分两
个工作队昼夜同时施工，
同时
根据美佳乐食品公司需要，
在
紧锣密鼓的施工中于一周内完
成全部配网设备建设和生产设
备电气调试工作。
土西村产业项目的壮大
带动了土西村群众整体生活
质量的提升，
为贫困户提供了
脱贫致富的
“金钥匙”
，
贫困户
一改
“等、靠、要”
的思想观念，
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家庭
人均增收 1500 元以上，截至
2019 年 8 月，
土西村 103 户贫
困户已有 97 户光荣加入稳定
脱贫行列，
4户享受兜底政策，
整村脱贫工作有条不紊顺利
推进。

商丘市市场监管局
对睢阳区食品三小及食品安全进行调研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商丘市市场监管
局党组书记马索义、
副局长孟
锦涛带领市局创卫相关工作
人员对睢阳区食品
“三小”
和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进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华夏
路、雪苑路、古城食品街和古
城建筑工地食堂进行实地查
看。随机抽取了 10 家食品
“三小”门店，都能做到亮证
经营，信息公示比较规范，
经

营场所环境卫生较好，后厨
干净整洁。马书记对睢阳区
局在创卫食品安全工作中取
得的成绩表示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指出当前创卫形势依
然严峻，
创卫还有失分点，
要
在细节上下足功夫，在规范
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形成上做
好文章。比如要从风幕机不
使用，
灭蝇灯悬挂不规范，
防
蝇门帘敞开等细节入手，着
力解决好创卫工作中的重点
难点问题。

农行商丘分行扎实开展“金秋进校园”活动
新生现场办理银行卡激活、
掌银、微信银行、二、三类账
户开立等业务。
该行党委高度重视本次
金融服务进校园活动，其间，
农行商丘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曹红同志亲自带领个人金融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部、网络金融部、科技部负责
通讯员 娄浩然
人来到活动现场，
慰问参与活
9 月 7 日至 8 日（周末）， 动的支行员工，
详细了解了商
农行商丘分行组织业务团队 丘工学院智慧校园场景打造
在商丘工学院 2019 级新生开 进度，
对辖属京港支行与工学
学报到期间，前往该校开展 院深度合作取得的新成绩表
“金秋进校园”活动,为广大 示祝贺，
勉励京港支行把商丘

工学院智慧校园打造为全市
场景建设标杆，
全力为该校师
生做好金融服务工作。
在前期“银校通”合作的
良好基础上，该行为该校搭
建了银行卡激活、掌银缴费、
一卡通充值、刷脸支付、云闪
付消费等智慧校园场景，今
年累计为新生发卡 8000 余
张，周末两天累计开办掌银
2000 多户，
开办二、三类账户
近 3000 户，热情周到的服务
获得了广大师生的一致认
可。

商丘市中医院开展急救知识进校园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为普及急救知识，提高
广大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9
月 5 日上午，商丘市中医院急
诊科的医务工作人员走进商
丘市第一中学南校区，为广
大师生进行了急救知识培

训。市中医院医务工作者通
过现场讲解和演示，为现场
人员详细展示了各类突发意
外伤害的现场救护方法。同
时，就心肺复苏、气道阻塞的
现场急救、创伤止血包扎技
术等急救知识与技能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
急诊科医务工作者还现
场指导学生进行操作演练，
手
把手教学，
让学生真正掌握心
肺复苏的救护技巧和创伤止
血包扎技巧，
受到了师生的热
烈欢迎，
也让大家收获了丰富
的急救知识和经验。

此次普及活动不仅传播
了应急救护的理念，还使学
生掌握了心肺复苏、创伤救
护知识与技能，提高了突发
事件发生时的应急处理能
力，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应
急避险救护能力，为在紧急
情况下自我救护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河南柘城县
第四届辣椒文化节开幕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刘关心 武月
9 月 8 日上午，柘城县
第四届辣椒文化节在牛城
乡万亩辣椒种植示范基地
开幕，余化敏、王凤洪、张
炎耀、汪素美等柘城县领
导出席开幕式，来自全县
辣椒种植大户的 1000 余
名群众和参加 2019 第十
四届全国辣椒产业大会的
200 余名嘉宾客商共同观
看了开幕式。柘城县政协
副主席汪素美主持开幕
式。
中共柘城县委副书记
余化敏宣布柘城县第四届
辣椒文化节开幕。开幕式
上，对王松民、李国志等
13 户辣椒种植大户进行
表彰奖励，并举行了文艺

汇演、摘辣椒比赛等系列
活动，让农民群众和广大
宾客感受到柘城深厚的辣
椒文化、浓郁的乡土风情、
包容开放的投资环境和优
美宜人的生态环境。
柘城县人民政府副县
长张炎耀在致辞中指出，
柘城县委、县政府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依托
地方特色资源和传统种
椒技术优势，围绕“生态、
优质、高效、安全”的总要
求，采取稳定规模、夯实
基础、优化品种、区域种
植、基地带动、龙头引领、
提升加工、拓展市场、做
大品牌等得力措施，有力
地促进了柘城县三樱椒
产业化发展。

躲来躲去没躲掉
拘留所里过中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陈金华
张朋
“我们是虞城县法院
执行局的，找到你可真不
容易。我们是为了孟某
那个案子来的，跟我们回
虞城吧。”9 月 5 日，河南
省虞城县人民法院执行
干警将躲藏在上海市的
被执行人余某成功带回
虞城。
被执行人余某于
2009 年 10 月 13 日 成 立
融资公司，2014 年 6 月 2
日，
因为资金短缺，
余孟向
孟某借款 100 万元，孟某
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余某
交 付 借 款 100 万 元 。
2014 年 10 月 16 日 余 某
向孟某出具借条一张，约
定利率按月息 3.5%计算。
2014 年 12 月 份 ，余
某仅归还孟某借款本金
26 万元，后经孟某催要，
余某一直没有偿还剩余借
款本金 74 万元和利息，孟
某 诉 至 法 院 。 2018 年 5
月 25 日，虞城县法院判决
余某偿还孟某借款 74 万
元及利息(利率按月息 2%

计算)。判决生效后，余某
一直未履行判决义务。
2019 年 4 月 10 日，孟某申
请虞城县法院强制执行该
案。
执行法官接手案件
后，
尝试各种办法和措施，
均未能执结该案，
人难找，
财难寻，案件一时难以取
得突破。
2019 年 9 月 5 日，执
行法官用尽方法，穷尽措
施，最终查询到余某正在
上海市一家汽车销售店做
生意，并且查询到了确切
地址。兵贵神速，执行干
警黎明出发，驱车直奔上
海市余某的汽车店。
余某见至执行干警
后，
反抗激烈，
表现出极度
的 不 配 合 ，几 次 试 图 逃
跑。好在执行干警训练有
素，
将余某牢牢控制住，
并
拘传回虞城县法院。
“赶快想办法还账吧，
否则你只有在拘留里过中
秋节了，这是我们不愿看
到的。”在虞城县法院，执
行法官对余某说。当天晚
上 10 时许，余某被送进了
虞城县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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