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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担当 呵护百姓健康

河南理工大学一附院（焦作市二医院）打造医疗服务新标杆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杨继盈
通讯员 朱传胜 闵捷
这是一支“百炼尖兵”，在平
常年代，他们是白衣天使；遇突发
事件，他们是白衣战士。他们，就
是河南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务人
员。
全 国 优质 医疗服务示范医
院、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创新医院、
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最
具公信力医疗机构、全国文明诚
信十佳示范医院、河南省
“三好一
满意”活动先进单位、河南省优质
护理服务示范病房、河南省行业
作风建设先进单位……一块又一
块奖牌，印证了该院改善服务所
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7 月底，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
席卷而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
断变化，
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市民
越来越多，
面临新情况，
河南理工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第二人
民医院）增设核酸检测采集点，医
护人员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全
天 24 小时“连轴转”，有人汗流浃
背，有人中暑晕倒，
却没有一个人
退缩。不仅如此，
该院行政后勤等
工作人员也穿上红马甲，
持续开展
志愿服务，
奋战在疫情防控前沿阵
地，
筑牢了防疫坚强堡垒。
自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开
展以来，该院服务质量与美誉度
不断提升。前不久，省卫生健康
委专家组到该院督导“河南省提
升医疗服务十大举措”工作时，对
该院的服务质量给予高度评价。

该院党委书记杨永国说，作为一
家地区级的三甲医院，不仅要对
患者负责，更要有守护老百姓健
康的社会担当。
轮值换岗、就诊人员分流、核
酸检测、病区消杀、防控措施突击
检查……疫情防控期间，邻近火
车站和汽车站的河南理工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是返焦人员和就诊人
员密集的区域，疫情扩散风险较
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该院在
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组织动员
和团结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弘扬
伟大抗疫精神，抓紧抓实各项防
控工作要求，全院党员干部积极
响应院党委号召，
主动请缨、冲锋
在前，有效防止疫情传播，
筑起了
护佑人民健康的钢铁长城。
今年新乡卫辉市因暴雨受灾
严重，该院选派 5 名医护人员和 2
名救护车驾驶员，驾驶 2 辆满载
应急物资的救护车紧急驰援；连
续举办 14 届“春暖万家·关爱女
性送健康”大型公益活动；
长期选
派医务人员参加援非援疆和对口
支援工作……该院热心公益、强
抓公益在全院蔚然成风。

用科技打造医疗服
务新生态

“真是太方便了！我平时上
班比较忙，去一趟医院非常麻烦，
现在在手机上就能找医生复诊开
药，还能把药送到家……”
首次体
验该院线上就诊流程的黄女士惊
喜地说。
在该院，做影像检查再也不
用花费时间等候取片了。如今，
用公益建起医疗服
患者或家属只需打开手机，就能
务新模式
查看到影像检查电子报告。这个
“改善医疗服务的触角不仅 “云胶片”不仅方便携带，还方便
在医院里，更要延伸到全社会。”
跨院就诊，让患者跟传统大袋子

及胶片说
“拜拜”
。
此外，
针对患者出院复印病历
费时费力费钱的问题，
该院手机申
请，
快递到家，
方便快捷贴心，
成为
众多患者在该院就医的新体验。
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中，
该院不断优化升级便民服务，
进
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打造暖心
服务体系。如今在该院，
有很多随
处可见的便民设施：
在门诊配备了
轮椅、担架；
在候诊区配备了饮水
机；
导医台放置了便民箱，
装有水
杯、
雨伞、
老花镜等物品。一系列便
民举措组成的医院
“软实力”
，
正在
成就该院
“硬品牌”
。

用人性化提升医疗
服务新体验
为需要紧急手术的老人垫付
万元医药费；
护理病患时，
对待重
症患者不嫌累、不嫌脏；
救助弃婴
时，
“90 后 ”护 士 解 衣 为 弃 婴 哺
乳；
患者便秘几经治疗没有缓解，
为尽快解除患者痛苦，护士长张
冬梅用手为患者掏出大便……近
两年来，该院以开展“好创意、好
形象、好声音”活动为抓手，升级
常规服务，
实现满意服务，
追求感
动服务。在该院就医时，许多患
者和家属深受感动，自发为医护
人员送来锦旗或者感谢信。
“举全院之力，
全面改善医疗
服务质量，
让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医
院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更强舒适
感。
”
该院院长于拥军说。据统计，
去 年 ，该 院 出 院 患 者 满 意 度 达
97.6%，
门诊患者满意度达96.9%。
把服务做到心坎上，
给患者家
的温暖。如今，该院通过深耕服
务，
不断解决群众看病痛点、
难点，
持续提升市民全生命周期健康需
求的体验感、
获得感和幸福感。

农产品成抢手货！
武陟县大虹桥乡消费扶贫展销会助农增收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耿彩霞
9 月 11 日上午，
“ 爱心助农
情满虹桥”——武陟县大虹桥乡
消费扶贫农特产品展销会在龙泽
园举行。
“山药、蜂蜜、葡萄、月饼、桃
子、手工粉条……”
展销会上农产
品种类丰富，
购买者争相采购，展
销大厅一派热闹的景象。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

乡村振兴，通过消费扶贫打通农
副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助力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武陟县大虹桥
乡组织全县十几家帮扶单位、广
大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
跃参与到消费扶贫中来。
“希望大
家积极响应号召，
购买扶贫产品，
将消费扶贫切实转化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实际行动。”
武陟
县大虹桥乡党委副书记韩娟发出

倡议。
“我们在这里隆重举办消费
扶贫展销会，
并通过直播的方式，
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进一
步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增强
企业及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助推
脱贫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为大
虹桥乡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武陟县
大虹桥乡党委书记王小伟说。

壮大导师团队 服务园区双创
焦作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作为焦作市唯一一家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是“双创”企业的聚
集地和发展地。为更好地为园区
企业服务，提升创业中心双创服
务能力，创业中心加强园区导师
团队建设，目前已签订创业导师
40 余人。中心针对“双创”企业
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
不同阶段特征,制定阶段性的创
业导师服务。

创业，除了资金与资源的需
求外，专家导师的指导对于创业
企业的发展必不可少。创业中心
针对园区企业的现状，特聘企业
家、行业专家、律师、天使投资及
各领域专家担任园区企业的“创
业导师”。创业导师服务极具园
区特色，包括创业咨询、专题诊
断、法律咨询、资本投资、天使投
资、创业辅导等层面的内容。前
期要针对园区企业的运营特色和

发展阶段进行预诊断，通过与企
业交流，
明确问题所在，
寻找适合
的导师进行专题诊断，起到开通
思路、解决问题的作用。并针对
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制定为其服务
的专业导师或几个领域的导师团
队。截至目前创业中心导师团队
累计为园区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
服务 100 余次。为园区的企业发
展和双创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张兵)
主编：
王栋梁

真的很感谢法官
我这趟真没白来……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王莉莉
9 月 6 日下午，武陟县人民法院城东法庭
成功调解了一起返还原物纠纷案，帮助当事
人化解了干戈，
双方握手言和。
原告谭某是广东人，
被告刘某是武陟人，
刘某之前在广东打工，
负责给谭某运输货物，
但是 2021 年 2 月，双方就运费款的问题迟迟
谈不拢，
谭某就没有给付刘某运费款，
后刘某
一气之下，将谭某的一辆半挂货车开回武陟
并扣留。谭某得知后，
多次找刘某协商，
均未
有任何结果，
谭某又报警，
但问题还是没有得
到妥善解决。无奈之下，谭某千里迢迢从广
州来到武陟，
将刘某起诉至武陟县人民法院。
城东法庭庭长王正超在深入了解案件情
况后，
考虑到谭某和刘某曾是生意伙伴，
刘某
把车开回来也是一时斗气，
如果直接判决，
难
免伤了双方的和气。9 月 6 日，在王正超的不
懈努力下，终于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调解
协议，
被告刘某同意将车辆返还给原告谭某，
同时原告支付被告运费款 30000 元。

蔬菜大棚里化纠纷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耿彩霞
通讯员 王莉莉
近日，武陟县人民法院沁北法庭负责人
张小亮深入蔬菜大棚实地勘验，
现场调解，
成
功化解一起涉农合同纠纷案。
2016 年 1 月 1 日，武陟县某蔬菜专业合
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与赵某某签订《转让
协议》，合作社将其名下的 5 号棚、6 号棚使用
权转让给赵某某，转让期限为 2016 年 1 月 1
日到 2023 年 3 月 1 日。2020 年 6 月，合作社
通知赵某某 2021 年 3 月大棚要复耕、平棚，
赵某某便不再种植，
且欲与合作社解除《转让
协议》，但因合作社法人代表身处国外，无法
签订书面的解除合同手续。2021 年 4 月，合
作社通知赵某某需要给付土地承包费 13200
元，
但赵某某未履行，
后合作社诉至武陟县人
民法院，
要求赵某某支付承包费。
9月6日上午，
张小亮前往赵某某承包的蔬
菜大棚进行实地勘验，
查看大棚的实际情况，
并
现场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自愿解除于2016年1
月1日签订的转让协议，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焦作消防支队
开展消防安全指导性检查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特殊时期消防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确保辖区涉疫场所消防安全
稳定，
近日，
焦作各地消防监督人员深入涉疫
物资生产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消防安全
实地检查 31 次，依托微信、短信等平台进行
风险提示 315 次，视频检查 51 次，全力为涉
疫场所提供消防安全服务，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消防监管工作。
下一步，焦作消防救援支队将继续加大
对涉疫场所的检查指导力度，持续跟踪帮扶
单位隐患问题的整改，推动相关单位加强火
灾应急处置能力，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全市社
会火灾形势平稳。
（李文静）

注销公告
洛阳华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工商注册
号 41030301147152），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本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李
建峰、李洪生组成，
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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