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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供电公司
圆满完成第十四届全国辣椒节保电任务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王亚宇
9 月 8 日下午，第十四届
全国辣椒产业大会暨柘城县
第四届辣椒文化节在“辣椒
小镇”牛城乡圆满落幕。柘
城县供电公司以安全可靠的
供电和高效快捷的服务为本
次辣椒节保电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据悉，此次大会规模大，
活动多，全国各地的“椒 商 ”
前来参观，为确保活动期间
的安全可靠用电，柘城县公
司 领 导 高 度 重 视 ，提 前 介

入 ，精 心 策 划 ，现 场 了 解 检
查供电线路和配电设备的
使用情况。活动期间，该公
司领导班子带队值班，强化
了保电工作的组织领导能
力和职责到人；提前组织相
关专业人员对活动期间所
涉及的电源点、供电线路设
备，配电设施等进行供用电
安全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
消 除 隐 患 ；合 理 调 整 负 荷 ，
防 止 线 路 、设 备 过 负 荷 烧
损；同时，配置了自备电源，
并做好自备电源投切试验，
确保活动中自备电源在应

急情况下能立即安全投入
运 行 ；配 备 了 足 够 的 人 员 、
物 资 及 车 辆 ，抢 修 人 员 24
小时待命，并派专人在各保
电点驻守，确保一旦发生紧
急情况能够在最短时间内
恢复正常供电。
此次保电任务为期两
天，该公司共出动应急抢修
车辆 12 辆，应急发电机 6 台，
各保电人员 50 人次，通过保
电人员坚守岗位的不懈努
力，确保了活动期间不中断
供电，顺利完成了本次辣椒
节大会的保电任务。

宁陵法院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打造素质过硬干部队伍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孙速启
“重审判、强管理、树品
牌、创一流”，今年以来，宁陵
县法院以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为抓手，不断创新工作思路，
通过多项措施时刻提醒干警
深入贯彻司法为民理念，将
廉洁公正牢记于心，致力于
打造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
伍，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工
作氛围。
一是组织干警观看《党

旗下的忏悔》等廉政教育影
片。以发生在身边的典型腐
败案例作警醒，让广大干警
思想上得到洗礼，清正廉洁、
公正司法信念进一步树立。
二是赴井冈山开展红色教育
培训。组织干警分两个批次
到井冈山学习体验“坚定信
念、依靠群众、实事求是、艰
苦奋斗”的伟大的井冈山精
神，重温红色经典、坚定理想
信念。三是开展党风廉政主
题教育党课。定期由“一把

手”亲自为干警上廉政党课，
阐述廉洁司法重要意义，时
刻为全院干警敲响警钟。四
是依托微平台构筑廉政文
化。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临
近，宁陵县法院通过灵活多
样的形式不断强化党风廉政
教育，全体干警进一步提升
了思想认识，深化了为民服
务意识，筑牢了拒腐防变思
想防线，为审判执行工作开
展提供了更加坚实保障。

“树新风 我践行”
商丘市中心医院开展移风易俗倡议、承诺主题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市中心医院为开展“树新风我
践行”移风易俗倡议、承诺主题活动——
助力国家卫生城创建，深入基层科室发放
倡议书、承诺；上传宣传视频移风易俗新
规“七字歌”；结合医院业务学习进行宣
传；在院工会的宣传号召下，9 月 5 日，各
科室、各部门结合晨会时间，积极组织集
中学习宣传、签践行承诺书，在全院范围
掀起了学习、践行的热潮。
院工会倡议全院广大党员干部职工，
为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培育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一起扎实行动，走在
前列，使树新风的文明之花处处绽放，全
力助力美丽商丘国家卫生城创建。

一女子突遇车祸 交警八分钟送医治疗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李健全
“谢谢交警同志，幸亏遇
到你们的帮助，
你们救了俺媳
妇的命，
这份大恩俺记住了！
”
伤者家属张世军对民警说。
9 月 9 日，商丘一名女子
遭遇车祸，脸部大面积创伤，
其失血过多急需救治，商丘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案
件中队民警恰巧遇到并伸出
援手，及时送伤者到医治疗。
当日 11 时 40 分，商丘交
警一大队案件中队中队长张
晓峰、交警靖超、张文敬外出
执行任务返回途中，
在睢阳区
长江路东路高架桥东侧发现
一起两车相撞事故，
民警下车
查看情况时，
一名男子急忙求

助，称“一辆机动车与一辆三
轮电动车发生碰撞，
三轮电动
车上有一名 20 岁女子脸部受
伤严重，
浑身是血。
”
得知这一情况后，民警
急忙将受伤的陈女士搀扶到
车上，并用干净纸巾按压止
血，并询问陈女士家属是否
报警和拨打 120，其家属称已
报警，但 120 救护车赶到还
需要一段时间，其家属希望
民警护送他们就医。
民警驾驶警车火速赶往
就近医院，
并第一时间向大队
值班领导汇报情况，
请求沿途
民警支援，
并与北关医院急救
中心取得联系，
通知值班医生
做好救助伤者的准备。
一路上民警耐心安抚，
稳定伤者情绪。
“坚持一会就

到了，千万不能睡啊！”民警
对陈女士说。
在沿途执勤民警全力指
挥疏导下，民警拉响警报示
意车辆注意避让，平时需要
近 30 分钟路程，仅用了 8 分
钟就安全到达医院。紧接
着，民警配合急诊室医生将
陈女士送往手术室进行治
疗。这时，陈女士家属在办
理住院手续发现手机没电
了，身上现金又不多，急得想
哭，交警张文敬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为伤者垫付 1000 元
医疗费用，伤者家属对交警
的帮助连声感谢。
由于救治及时，伤者身
体已无大碍，民警得知转身
离开，继续回到岗位开始紧
张工作。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召开援非、援疆医疗队员家属座谈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李鹏辉
日前，院工会组织召
开了“欢度中秋”援非、援
疆医疗队员家属座谈会。
院长韩传恩、工会主席张
玉玲以及援非、援疆医疗
队员家属参加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院长韩传
恩代表医院领导班子对援
非、
援疆医疗队员及家属致
以节日的问候。他说，援
非、
援疆医疗队员在受援国
家和地区努力工作，
无私奉
献，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为

祖国、为医院赢得了荣誉。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队
员家属的辛勤付出和大力
支持。医院是一个大家庭，
如果大家在工作和生活中
有什么困难，
医院一定会全
力协助解决。
最后，
院工会向援非、
援疆医疗队员家属赠送了
中秋月饼。大家纷纷表
示，
感谢医院的关心，
将一
如既往地支持医院的建设
发展，全力以赴照顾好家
庭，
让援非、援疆医疗队员
安心工作，在新的岗位上
建功立业，
为医院争光。

商丘市长征人民医院助推卫生城创建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为了给患者营造一个
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助
推国家卫生城创建工作，
9 月 5 日下午，商丘市长征
人民医院广大干部职工积
极开展全院大清洁活动。
在保障正常诊疗工作
的同时，医院工作人员对
门诊楼、住院楼的地面、墙
顶、墙壁、门窗、玻璃、楼梯
及扶手、办公用具、医疗器
械设备、空调、照明设施、

水池及公共卫生间进行彻
底清洁打扫，不留卫生死
角。同时，医院控烟劝导
员对就诊的患者及家属的
抽烟行为进行劝导、教育，
多途径做好控烟工作。
卫生大扫除及控烟已
成为医院的一项常态化工
作，
逐渐提升了职工的卫生
意识，
对有效预防传染病、
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
营造
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和工
作环境，
全面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商丘市中医院召开下半年度医保政策培训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商丘市中医院
在门诊八楼会议室召开
2019年下半年全院医保政
策培训会，
各临床科室科主
任、
护士长及医保小组长共
60余人参会。
医保办马晴主任简要
地对 2019 年上半年医保
工作进行总结；
然后对医保
最新政策进行解读和培训，
重点讲解了民政办【2019】
28 号文件《关于对结肠息
肉等病种实行定额支付的
通知》、梁园区城乡居民外

伤直补的通知等；
最后分析
了医院近期存在的医保问
题并对各科室医保病人人
均费用提出控费方案。希
望科室要不断强化服务意
识，
增强医疗技术能力，
增
加床位周转率，
控制好住院
天数和人均医疗费用。
通过培训加深了医
护人员对医保政策的理解
和认识，增强了做好医保
工作的责任感，进一步规
范了医院的医保管理，为
参保患者提供安全、高效、
便捷的医疗服务奠定扎实
基础。

中石化商丘分公司
开展心肺复苏知识专题培训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文学 通讯员 李宏
9 月 9 日，中石化商丘
分公司特邀河南省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培训师、救护
师，商丘医专在职讲师张
围围对心肺复苏知识进行
专题授课，公司所属各县
（市区）基层单位 141 人参
加了此次培训。
培训老师就心肺复苏
原理知识，以及应急施救
过程中的风险识别、病人
意识判断、现场求助、胸外
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循
环、复苏救治评估等知识、
动作要领、注意事项进行

讲解和示范。参培人员兴
致盎然，围在老师和教学
器材四周认真听讲，时而
拍照、时而记笔记，积极参
与互动。
培训后，张老师邀请
部分学员上台进行心肺复
苏流程考核测评，并对测
评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指
导纠正。通过培训，大家
受益匪浅，同时也为进一
步增强自救互救知识技
能，更好地开展基层员工
再培训工作，普及全员健
康知识和应急救护能力以
及更好地服务客户奠定了
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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