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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会成立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颜景献
宋明增 通讯员 李占会
9 月 9 日下午，濮阳市消防救援
支队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隆重召开，会议由支队
政治部主任、工会筹备组组长王志
宽主持，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李
涛以及会员代表共计 70 余人参加
了会议。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
席郭国兴，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季
国民到会指导。此次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支队工会的正式成立，这也
是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中成立的首个
支队级工会组织。
会议听取了支队工会筹备情况
汇报，审议通过了《濮阳市消防救援
支队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
《濮阳市消防
救援支队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建议名单》。参会代表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支队第一
届工会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以
及第一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主
任、委员。
李涛政委代表支队党委对下一
步的工会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队伍绝
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
领开展工会工作，引导全体指战员，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自觉做到
“两个维护”
；
二是坚持服务至上，着力打造
值得信赖的指战员之家。要坚持服
务中心、服务基层，
通过开展形式多
样的工会活动，让广大指战员以更
加积极、饱满的精神投入到队伍建
设和消防工作中去；
三是强化自身建设，不断增强
工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工会委
员会和经审委员会要强化业务学
习、完善运行机制、改进工作作风，
更好地维护指战员权益，真正成为
广大指战员的
“娘家人”
。
濮阳市总工会郭国兴副主席对
支队工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并
对新成立的工会委员会和经审委员
会提出了四点希望：
一是加强学习。做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及法律法规的传播者、执行
者和监督者。
二是把握方向。始终做到坚持
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对党政和指
战员负责不偏废、坚持维护指战员
权益不替代。
三是找准定位。把工会工作放
在工作全局中去思考、
去把握，
做到到
位不越位、
协调不添乱、
独立不脱离。
四是发挥作用。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引导、服务和维护指战员合法
权益的职能作用，
为大家办实事、做
好事、解难事。
新成立的支队第一届工会委员

会和第一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及
时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下一步
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今年以来，濮阳支队始终把维
护指战员合法权益作为政治工作的
重点，把成立工会作为惠及指战员
切身利益的组织举措来强力推进。
支队党委高度重视工会成立工作，
李涛政委多次听取筹备情况汇报，
并做出具体指示，为工会顺利成立
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支撑。政治部主
任王志宽多次赴市总工会、市直工
会进行沟通协调，获得了最大限度
的支持，为工会顺利成立提供了积
极的政策保障。
工会筹备组在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政策宣传工
作，并取得了广大指战员的广泛认
同和衷心支持，为工会成立奠定了
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干部科作为
主责科室，
积极担当作为，
为工会会
员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细致周
到的准备工作，确保了第一届工会
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选举工作
的顺利进行。
下一步，支队工会将充分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认真履行政治责
任和根本职责，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
至上，
更好激励指战员许党报国、爱
岗敬业、献身使命，
为保障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优秀作文赏析

生命礼赞：
致敬，最美逆行者！
2019 年飞逝而过，2020 年款款
而来。就在这新旧交替的间隙，掉
落下一个恐怖的东西（礼物），这个
东西（礼物）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
一个无形的巨网，笼罩着人们，它的
名字叫：2019 新型冠状病毒。
在新型冠状病毒面前，是他们
冲到了一线。是他们，不畏艰险。
他们，就是来自各地的白衣天使，
抗
疫路上的逆行者。
曾经有篇报道这样写道：
“哪有
什么白衣天使，只不过是一群孩子
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各位前辈的样
子，和死神抢人罢了。
”
白衣天使们，
你们为了人民的生
命安全，
放弃了休息，
舍弃了亲情，
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
人民的召唤，
不顾自己

的安危，
冒着被传染的风险，
依然冲到
一线，
守护着一个个等待拯救的患者。
为人民生命而战。
八十三岁的钟南山爷爷，本来
可以避开病毒的危险，安度晚年。
但是他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
而出。就跟十七年前，SARS 病毒
暴发的时候一样。十七年前，他曾
坚定地说：
“ 把病人都送到我这里
来！”这斩钉截铁的话语，带给了全
世界无比的震撼。十七年来，这颗
为人民服务的心，
始终未改，
为了人
民的安全，
逆行而上，
永远不变。
亲爱的白衣天使们，您是我学
习的榜样，
现在的幸福生活，
就是因
为有了你们，一个个最美逆行者的
出现，勇敢拼搏，不畏牺牲的精神，

保护着我们。致敬，
最美逆行者，
我
要用行动为你们点赞。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
有人在负重前行。那些为疫情防控
努力工作的普通人，就是黑夜中的
逆行者，从死神手中夺回千万条生
命。你们的这种精神是无私的、崇
高的、
是最伟大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
的精神，是全世界都应该学习的精
神，
也就是这种精神，
才让我们中华
民族有了今天的胜利与辉煌。中华
儿女，
也为这种精神而感到骄傲。
感谢您，伟大的“逆行者”！向
您，
致敬！
作者:濮阳市一实小三年级三
班 郑皓元 辅导老师程建芳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长时间占应急车道
网友举报 濮阳高速交警查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颜景献
宋明增 通讯员 张媛媛
9 月 12 日，濮阳高速交警官方
微博接到网友视频证据举报，一辆
大货车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及长时间
占用应急车道行驶。
濮阳高速交警接到该视频举报
后，迅速布置警力，安排专人调查，
经分析研判视频内容，快速锁定违
法地点及车辆牌号，并固定违法证
据，经公安网信息核实及驾驶员的
电话供述，确定该驾驶员郑某驾驶
车辆冀 JTF×××于 9 月 12 日下
午 4 时 03 分在大广高速濮阳服务

区至清丰段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及长
时间占用应急车道的违法事实。目
前，办案民警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将该车辆的违法行为录入公安交通
管理综合应用平台。
濮阳高速交警提示：在只有两
车道的高速公路，最左边的车道为
快车道和超车道混合车道，大型货
车在正常情况下只能在道路最右侧
的行车道上行驶。遇到需要合理超
车的场合，可以驶入左边车道进行
超车，超车完成之后必须尽快回到
右边车道，违反此规定就视为机动
车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

大型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占
用应急车道行驶，一直以来都是引
发交通事故的一大诱因。应急车道
是生命通道，在高速公路发生交通
事故时，应急通道是救护车、消防
车、警车、工程抢险车等车辆进行现
场救援的快速通道，占用应急通道
就是切断了生命保障通道，必须依
法予以重罚；非紧急情况下不得在
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如遇车辆
故障，
需要打开双闪灯，
并在来车方
向车后 150 米处设置警示标志、人
员迅速转移到护栏以外，立即报警
求助。
主编：
颜景献

范县法院：

高效化解合同纠纷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颜景献
宋明增 通讯员 张秀丽 王艳
9 月 8 日,范县法院行政庭成功调
解一起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当事
人当庭履行协议约定，交付工程款 7.8
万元。
原、被告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签
订了工厂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由原告
为被告进行工厂、围墙建设施工，
并约
定了工程款的付款方式。原告依据合
同约定对工程进行了施工，但是被告
由于客观原因并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
工程款，后因合同无法继续进行而终
止，原告多次要求被告支付已完成工
程的款项，
但被告未能履行合同约定，
原告向该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损失。
庭审中，主审法官根据开庭前阅
卷了解的案情，征求双方意见后开始
进行调解，
经过合议庭成员分工合作，
审判长宣讲法律、法规规定，
告知双方
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审判员分头做原
被告思想工作，
经过多次背对背、面对
面的沟通，
双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
约
定领取调解书时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项 7.8 万元。审判员放弃午休时间继
续制作法律文书，至 13 时 30 分双方
领取了调解书，原告顺利领到被告转
来的工程款。原告拿到工程款后，高
兴地称赞：
“范县法院积极高效地处理
合同纠纷，
快捷服务民营企业发展，
真
是企业的保护神！”
近年来，该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
作用，将案件审判与服务发展有机结
合，持续通过提高合同纠纷案件审判
质效，
依法高质量及时调解、审结合同
纠纷案件，降低企业合同诉讼的时间
成本，
切实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
障，以良好的司法环境促进了辖区营
商环境的优化。

寻亲公告
闫金钰，女，
于 2013 年 7 月
12 日被河南省台
前县马楼镇镇东
尚岭村村民任家
丽在该村临黄堤
处 捡 拾 ，当 时 经
台前县人民医院
检查孩子脑中有血块。一直无人来寻
找，任家丽便抚养至今。现为闫金钰
办理户口，需寻找其亲人。有知道闫
金钰亲人线索者，请与村干部闫守为
联系，
电话：
13849333850。
濮阳市台前县马楼镇东尚岭村民
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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