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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陵县供电公司
及时制止外力破坏隐患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张红梅
“你好大叔，吊车与高压线安
全距离不足，请立即停止作业！”9
月 11 日，宁陵县供电公司属地化
管理人员在巡视 110 千伏菊庄线
时，发现 25 至 26 号线路保护区内
有大型吊车正在施工，严重威胁
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
该公司巡视人员当场进行叫
停，随即向吊车操作人员讲解电
力安全知识，发放电力设施保护

宣传材料，并协助事主重新制订
施工方案，同时采取现场蹲守措
施，直到施工完毕，有效避免了一
次外力破坏事故的发生。
该公司按照
“早沟通、早宣传、
早排查”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加强
输电线路运行维护管理，
多措并举
严防外力破坏事件发生，
助力安全
生产工作提质增效。一是提早开
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加强线路
“两
巡 一 守 ”巡 视 力 度 ，加 大 管 控 力
度。二是提早与政府相关部门沟

通协调。通过沟通详细了解各类
道路建设、项目施工规划情况，有
针对性地做好事前预防工作。三
是提早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宣传。
引导群众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
工作，
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同时，该公司通过电视广播、
电子宣传屏等媒介，大力宣传电
力设施保护知识，提高广大群众
保护输电线路人人有责的安全意
识，全力确保电力线路安全可靠
运行。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到睢阳区宋破楼村慰问优秀高考学子

慰问现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李鹏辉

日前，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李传中带领工会副主席

赵梅、驻村干部李邦建等到医院帮
扶村商丘市睢阳区勒马乡宋破楼
村慰问今年考上大学的 3 名贫困
学生，
为每人送上 2000 元助学金。
李传中在和他们的交谈中，
详细了解 3 名同学的录取学校及
专业，对他们取得的优异成绩表
示祝贺。鼓励他们要坚定理想信
念，继续勤奋学习，用奋斗书写精
彩人生。同时叮嘱随行的驻村干
部要继续关注他们的家庭情况，
确保孩子们安心上学。
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商丘市
第一人民医院对贫困学生的关
怀。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不辜负大
家的期望，学好专业知识，增长阅
历，
开阔眼界，
早日成为栋梁之材，
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回报家乡。

省卫健委国家“敬老文明号”
核验组
到商丘市中心医院检查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河南省卫健委国家“敬
老文明号”
核验组组长李新民一行
三人，
在商丘市爱卫办副主任崔亚
军、老龄保健科刘胜利科长陪同下
到商丘市中心医院核验创建国家
“敬老文明号”
工作。商丘市中心医
院党委委员李秀娟，
人事科科长李
虹等领导及相关科室进行了迎检。
核验组实地察看了医院门诊

大厅志愿者服务站、老年人就医
绿色服务通道、检验科、功能科等
医院窗口科室为老服务情况。
商丘市爱卫办副主任崔亚君
介绍了商丘市中心医院创建国家
“敬老文明号”的工作方法和亮点
以及取得的工作成绩。
李秀娟对医院创建工作做了
汇报，一是将创建国家“敬老文明
号”纳入医院精神文明创建的工
作范围。二是长期以来商丘市中

心医院扎实开展为老服务，制定
了为老服务制度及标准，开展了
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为老服务活
动。三是通过创建工作使为老服
务目标更明确，制度更标准，思路
更清晰，使医院创建氛围得到了
整体提高。
李新民对商丘市中心医院创
建国家“敬老文明号”工作给予肯
定，并对今后创建工作提出了建
议及要求。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举行“99 公益日”
“医路有爱 爱在传递”
众筹活动募捐启动仪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李鹏辉
日前，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院工会在门诊楼十楼会议室举行
了“99 公益日”
“医路有爱 爱在传
递”众筹活动捐募启动仪式。工
会主席张玉玲和妇委会主任刘
琳、团委书记王珊珊及各分工会
主席等 100 余人参加会议。启动
仪式由工会副主席赵梅主持。

“99 公益日”活动是由腾讯公
益联合数百家公益组织、知名企业
家等共同发起的全民公益活动，
活
动时间为每年的 9 月 7 日至 9 日。
会上，刘琳宣读了商丘市红
十字会联合市文明办、市卫生健
康委等九部门共同发起的《关于
在全市开展“医路有爱·彩虹视界
2020”公益项目互联网筹资活动
的倡议书 》，王珊珊宣读了《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99 公益日”
“医
路有爱 爱在传递”众筹活动募捐
倡议书》。
张玉玲就在全院开展“99 公
益日”互联网筹资工作提出了三
点 要 求 ：一 要 统 一 思 想 ，提 高 认
识，希望全院职工积极参与；二要
鼓励先进个人、模范职工引领大
家积极募捐；三要加大宣传力度，
广泛动员，
加强沟通，
争取募捐。
主编：
颜景献

中国银行商丘分行
开展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行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韩鑫
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近
日，中国银行商丘分行开展“厉行节约 反
对浪费”行动，以实际行动做表率，积极营
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文明风尚。
一是发出倡议，营造活动氛围。通过
向全辖发出倡议书、张贴文明用餐标语，
摆放提示牌等方式，倡导员工传承勤俭节
约美德，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积极倡导
“文明就餐，杜绝浪费”的用餐文化，营造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良好氛围，通过
全方位宣传，动员全体员工进一步认清形
势、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树立节约意识，
自觉严格落实。二是文明用餐，践行光盘
行动。自觉抵制铺张浪费，自觉适量点
餐、合理配菜、剩餐打包，积极从自身做
起，拒绝“剩”宴，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同
时号召身边亲朋好友践行“光盘行动”，从
吃光碗中每一粒米开始，保持艰苦朴素的
作风，向浪费说“不”，树立科学饮食理念，
养成崇尚节约、杜绝浪费的良好习惯。
据悉，下一步，中国银行商丘分行持
续推进“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活动，积极争
做文明新风的宣传者、践行者和推动者。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两个质量改进项目荣获省级大奖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由河南省质量协会、河南省质量协会
卫生与健康质量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首届全省医院多维质量管理工具应用成
果交流暨培训会”于 9 月 10 日至 12 日在
郑州召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石红英带领护理部主任王兰英和两个质
量改进小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本次大赛分为 QCC/QC 专场和 5S/
6S/8S、FMEA、RCA、PDCA 综合场。经
过激烈角逐，医院消毒供应中心的《8S 精
细管理助推消毒供应专科品质管理体系
建设》和新生儿科的《运用失效模式与效
应分析降低患者气管插管并发症发生
率》，均被评为综合场一等奖。
据了解，2013 年以来，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重管理创
新，不断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就医流程，并
积极运用品管圈等管理工具持续改进医
疗服务质量，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业
界广泛好评。

商丘梁园区法院
立案便民服务受好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倪政伟
通讯员 王建华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立案庭的法
官真好，给予外地律师最大的便利，万分
感谢。”9 月 10 日，来自安徽省的律师陈某
在梁园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顺利立案完
成后，
不禁发朋友圈感慨道。
原告委托律师陈某到梁园区法院起
诉，梁园区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在认真审
查起诉状后，鉴于原告和其代理律师均是
安徽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立即为其办
理了立案手续，开通绿色服务通道，第一
时间安排工作人员向被告送达传票。原
告的代理律师为表达对梁园区法院立案
大厅工作人员的感谢，遂在朋友圈发表了
致谢感言。
近 年 来 ，梁 园 区 法 院 充 分 发 挥 诉 讼
服务中心了解社情民意、服务涉诉群众、
联系社会各界的纽带作用，不断提升信
息化应用水平，积极为当事人服务，努力
让人民群众获得普惠均等、便捷高效、智
能精准的公共服务，受到了人民群众的
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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