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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柘城县供电公司

全力以赴为“辣都美食文化周”用电护航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陈玥巧
9 月 13 日，国网柘城县公司
组织工作人员对柘城首届“中国
辣都（柘城）美食文化周”所属线
路设备进行巡视测温，随时掌握
线路运行状况，全力以赴为“文化
美食周”期间用电设备安全运行
保驾护航。
金秋送爽椒乡红，丰收时节
盛会开。自 9 月 12 日至 19 日，柘

城县举办首届“中国辣都（柘城）
美食文化周”活动庆祝第十五届
全国辣椒产业大会胜利举行。该
活动围绕“ 美食+”
“ 文化+”
“互
动+”举行，集中展示柘城“夜经
济”
发展的成果。为确保盛会期间
安全可靠用电，
国网柘城县公司高
度重视，成立保供电领导小组，召
开保电专题工作会议，
制订保电工
作方案，层层分解任务，明确工作
职责，
建立起统一指挥、统筹协调、

分级负责的供电保障机制，确保
文化节期间用电万无一失。
美食活动仍在进行，保电工
作毫不放松。活动期间，国网柘
城县供电公司将积极发挥企业社
会责任，全力以赴做好“美食文化
周”用电保障工作，每天夜间指派
专职抢修职工现场值守，配备应
急发电设备，随时应对停电突发
事件，确保美食节供电持续稳定，
让广大市民玩得开心，
吃得舒心。

商丘市中心医院举行
助理全科医生开学典礼及岗前培训

开学典礼现场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商丘市中心医院 2020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开学典礼在
该院门诊楼五楼会议室举行。院
长蒋家东、副院长孟祥、科教科及
全科医学科全体人员、各临床科

主任、教学秘书及 2020 级全体规
培学员参加了本次典礼。开学典
礼由科教科周艳梅主持。
老师代表王威发言：
作为带教
老师，是学员临床工作的引路人，
愿以学员为本，
无论临床工作有多
忙，
都要拿出时间给学员们规范指

导，
担当起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和
重担，希望学员们不怕吃苦，勤于
练习，有所担当，争取早日成为一
名合格的助理全科医师。
学员代表高雅发言：
我们会倍
加珍惜国家和医院为我们提供的
机会和平台，
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
中严格要求自己，面对挑战和未
知，不畏惧、不放弃，拼搏青春，释
放青春，
争做一名合格的规培生。
此次岗前培训不仅让来院的
规培学员对医院基本情况和医院
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对医
院的管理理念、思路和方法有了
一个全新的认识，对他们即将开
始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帮助和指
导，更加让学员们明白作为基层
业务人员的责任和使命，在今后
的学习中应以精益求精的学习态
度，不断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从而
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
务。

省医保局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检查组
到商丘市中医院检查指导工作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日前，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交叉
检查小组杨怀举、李杰一行 14 人
到商丘市中医院进行 2020 年“打
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交叉检查。
院长李德怀、副院长张柏华、工会
主席郭玉峰及医保办、医务科、药
剂科、器械科、信息科、财务科等相
关科室负责人参加见面汇报会。
河南省交叉检查副组长李杰
传达了此次检查的目的和内容，
并

宣读了豫医保办【2020】41号《河南
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打击欺诈
骗保专项治理地市交叉检查的通
知》，
强调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
整顿医疗服务秩序，
规范医疗行为，
看好管好老百姓的
“救命钱”
。
会后，检查组通过现场走访、
病历审核、财务审核、数据筛查以
及座谈等形式对商丘市中医院各
临床科室及职能科室进行了为期
两天的深入细致检查。
在检查反馈会上，检查组一

行对商丘市中医院医保管理工作
给予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了医院
在收费及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
建议医院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
为，保障参保患者权益，确保医保
基金合规使用。
李德怀表示将以此次检查为
契机，进一步加大医保管理工作
力度，认真落实好医保政策，规范
医保基金的使用，从而促进商丘
市中医院医疗、服务综合能力的
全面提升。

开封鼓楼大队走进辖区五一化工
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倪政伟 通讯员 渠彭
为深刻吸取 8.22 东大化工废
旧厂区火灾事故教训，
扎实推进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进一步
强化企业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坚决
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
生。9月1日，
开封鼓楼大队走进辖
区五一化工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检查
人员首先查看了企业的消防安全

制度、应急疏散演练预案等档案
内容。接着重点对化工企业的电
气设备防爆、防雷、防静电保护设
施是否按规定进行检测；消防设
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电器设备
运行、用火、用电、用气等消防管
理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进行了详
细检查，同时还现场测试室外消
火栓水压和保养情况。
针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大队
检查人员当场提出整改建议，
要求

存在隐患的场所要按照相关规范
严格落实，
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及时清除隐患。最后，针对
五一化工将要搬迁这一实际情况，
督促其一是抓紧时间上交
“两断三
清”
厂房拆除情况计划书。
通过此次检查，及时消除了
一批火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有
效提高了化工企业工作人员的消
防安全意识，切实从源头上杜绝
了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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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师院入选
首批省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任婷婷
近日，
河南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公布首
批省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的通知》，商
丘师范学院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心被评
为“河南省首批省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
心”
。
据悉，此次河南省教师教学发展示范
中心评选工作，共认定 10 个教师教学发展
示范中心。
商丘师范学院教学评价与教师发展中
心建制以来，
从组织文化建设入手，
致力于
构建常态化、制度化、特色化的教师教学发
展体制机制。系统性规划“教师发展项
目”
。开展系列教师培训活动，
组织省教学
名师、骨干教师遴选推荐与考核，
全面落实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行动计划”，服务教师
职业生涯发展。

宁陵法院召开优化营商环境
“6+1”专项行动部署会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倪政伟
通讯员 边丽娜
为进一步加强法院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建
设工作 ，
9月14日上午，
宁陵县人民法院召开
优化营商环境"6+1"专项行动部署会。党组
书记、
院长王宏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全体党组
成员、
部门负责人及干警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全院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
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
坚持把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充分发
挥法律保障服务功能，着力创造稳定、公
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推动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
王宏伟院长就优化营商环境"6+1"专项
行动提出具体要求：
要充分认识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找准法院工作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切入点、结合点，
要有效破解制约
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
要进一步健全
完善工作机制，
着力解决营商环境中的突出
问题，
掀起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热潮。

高速公路上偶遇抛锚车辆
消防员摇身变成“修车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倪政伟
通讯员 夏成威 李宏鹏
“谢谢，
真的很感谢，
幸亏遇到你们，
不
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9 月 9 日，商
丘永城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在训练回
队途中，帮助一辆社会车辆更换轮胎后，3
名人员向消防员连声道谢。
当日中午12时许，
永城市的消防员参加
完商丘消防救援支队夏训工作考核回程路
上，
突然看到应急停车道内有3名男子求助。
消防人员立即停车了解情况。
“我们在
途经此路段时车辆突然爆胎，
所以就挥手向
你们求助了”
。3名男子向消防人员说道。
了解情况后，消防人员立即在车辆后
方 200 米处放置警戒锥、安全警示牌，提醒
后方来车。同时利用消防车配备的车辆修
理工具对车辆的右后轮胎进行协助更换。
由于轮胎螺丝老化生锈，消防人员利用长
金属筒将轮胎螺丝拆下。经过近半小时的
努力，
成功将轮胎更换安装，
并提醒车辆出
行前一定要做好检查，及时更换损坏及老
化的配件，确保车辆出行安全。随车的三
名男子向消防员连声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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