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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焦永生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
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
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
烧的革命烈焰……”11月12
日，许昌供电公司党委中心
组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研讨
活动，该公司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吴加新同志为中心组成
员领读《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内容。

这样的中心组学习研讨
活动，许昌供电公司已经开
展了10次。中心组成员不
仅围绕规定书目内容逐章逐
段逐句进行学习，还要聚焦
学习主题，每人进行一次重
点发言。“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从党和国家的辉煌历史、
巨大成就、成功经验中寻

‘根’守‘魂’，更坚定了共产
主义信仰。”对于学习感悟，
吴加新说道。

学习教育作为主题教育
的开篇动作。许昌供电公司
把抓紧抓实学习教育作为

“先手棋”，分层分级，积极开
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活
动，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
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
心使命，切实做到理论学习

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
“杨水才‘小车不倒只管

推’的精神不仅让我们感受
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史，
更激励和指引我们要脚踏实
地、乐于奉献。”在参观完许
昌党性教育基地——杨水才
纪念馆后，该公司调控中心
党支部党员李丹深有感悟。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许
昌供电公司市县两级党委累
计开展集中学习51次，讲授
党课118次，先进典型教育6
次，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认
识得到提升，守初心、担使命
的行动自觉明显增强，该公
司37个支部累计设立党员
责任区33个，党员示范岗43
个。

“今天我们登门走访，主
要是了解一下你们平时在用
电方面还有哪些难题，征求
一下对供电服务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10月27日，许昌供
电公司党委书记毋富安走进
该市晁昌精密科技公司，开
展上门走访调研活动，征求
客户用电意见建议。

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许昌供
电公司党委突出问题导向，
聚焦主题，立足单位工作实
际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开
言路，组织各级领导班子成
员牵头，有针对性地开展调

查研究。调研过程中，许昌
供电公司各级领导班子成员
根据职责分工，带着问题、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深入开展

“两到三访”（到党建联系点
和基层一线，到矛盾突出、情
况复杂的地方，访基层党员
干部、访一线职工群众、访服
务对象）调研活动，在一线了
解情况、征集意见、查找短
板。

一次次咬耳扯袖、红脸
出汗的检视反思，不仅查找
出了在担当作为、服务群众、
作用发挥等方面存在的差距
和不足，更增强了广大党员
干部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检视反思中，许昌供电
公司党委共列出《检视问题
清单》73项，真正做到了问题
查找准、原因剖析透，为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工作思路和具
体措施。

截至目前，许昌供电公
司市县两级党委共建立问题
清单190个，制定整改措施
208 项，完成整改问题 136
项，在解决群众难题难事、推
动中心工作发展的同时，也
进一步拉近了与客户的距
离，提升了社会各界对供电
服务的认同感和美誉度，切
实做到了用工作的实际效果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目的。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韩争强

11 月 28 日上午，电
影《投桃报李》启动仪式及
新闻发布会在许昌市瑞贝
卡大酒店举行。这标志着
首个由许昌本土文化传媒
企业出品的大电影正式迈
入实质性筹拍阶段。

《投桃报李》主要讲述
了10岁的李欢在母亲去
世后被父亲李忠送至某农
村学校念书，成了一名留
守儿童。因为缺少关爱，
他的性格越来越乖张，成
了一名“问题少年”，直至
被学校勒令退学。后在下
乡支教的桃子老师的百般
关爱下，李欢逐渐走上了
正路，成为一名品学兼优
的学生。在他和同学们的
帮助下，桃子老师和李忠
两人也暗生情愫，冲破了
重重阻力，情定一生。影
片时长80分钟，通过对师
生情、亲情和爱情的真情
演绎，激励人们表达乐观
心态、追求积极向上的精

神层面。
由许昌乔家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主办的该影片由
许昌乔家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协同省内优秀的电影制
作团队精诚打造。乔家文
化传媒曾投资拍摄《三人
成虎》《梁上君子》等多部
电影。制片人王海涛曾担
纲《大头大头》《三个孬家
伙》《爱情拯救联盟》等多
部优秀影片的拍摄与制
作。编剧杨红彬是资深媒
体人，创作多部电影剧
本。导演陈勇是河南省曲
艺家协会会员、开封市影
视家协会副主席，导演作
品有《爷儿俩》《太极风云
之寻找宗师》《太极中国》
等，曾获得金童象儿童电
影节优秀导演奖、加拿大
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优秀
作品奖。影片还特邀著名
剧作家齐飞担任总顾问。

据悉，电影《投桃报
李》将于12月中旬在许昌
开机，2020年暑期与广大
观众见面。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
记者 韩争强
通讯员 张汇涛 孙露露

11 月 22 日，游客杨雅
静和家人将一面写有“热情
为人民服务，真诚为群众解
忧”的锦旗送到了素有“古
镇卫士”的禹州市公安局神
垕中心派出所，感谢民警不
抛弃、不放弃、历尽波折为
自己找回丢失的手机。

事情还要从2019年 11
月 19 日说起，当天适逢神
垕镇新旧两个古玩市场营
业的日子，神垕镇街道上的
人群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当天下午1时19分许，
神垕派出所接到市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神垕镇老街
一游客的手机找不到了。

接此指令，民警孟晓兵
带领辅警杨建政、郗文博等
人迅速到达现场。经了解，
当日 11时 25分，游客杨雅
静在神垕老街某店购物时，
用手机支付了账单，随后就
回到宾馆停车场，开车五分
钟后发现手机不见了。杨雅

静认为手机忘在购物店了，
便回到店内找手机，但店主
说她的手机没有忘在店内。

民警开始做两方的工
作，一面让店主仔细查找店
内的角落，一面让失主仔细
回忆手机的情况。由于店
内没有安装监控，双方各执
一词，事态陷入僵局。

正在这时，辅警杨建政
发现店外安装的有监控，就
迅速到老街的监控室调取。
经调阅视频，发现游客出店
门时，确实没有带手机。

民警又去做店主的工
作，但店主坚定地说手机确
实没有忘在店内。

此时，失主用民警的手
机登录手机的ID，但手机已
经关机且查找不到手机的
位置，由于手机上面有重要
信息，失主万分着急。

没有其他的办法，民警
决定顺着失主的行走路线
轨迹，继续调取监控，查找
手机的下落。经调取老街
监控、古玩市场监控、钧窑
监控、宾馆停车场监控，始
终未发现情况。

此时，游客杨雅静的手
机已丢失五个小时左右，杨
雅静对民警辛苦帮忙为自
己找手机表示感谢，但手机
在视频中就是没有出现，因
视频监控有盲区，游客决定
放弃了。

但民警本着对工作认
真负责的态度，又把监控往
后延长了八分钟。希望出
现了，在监控录像中，有一
个人在杨雅静开车离开后，
径直走到杨雅静上车的地
方弯腰捡了一个东西，但监
控因有车辆挡着且距离较
远，只是看到弯腰的动作，
不能说明一定是捡到了手
机。

民警经查找此人和车辆
信息，发现该人是一名山东
的古玩客商，且已离开神垕
回山东了。

民警迅速与此人取得
电话联系。听了民警的事
情经过后，山东客商表示确
实捡到了手机并愿意归还
失主。11 月 21 日，山东客
商通过快递将手机还到了
失主杨雅静手中。

注销公告
民权天帮婚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11421MA460U2F70，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
定，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现已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
权债务。

联系人：李巧莲，联系电话：13673831866.
特此公告。

声明
2019年6月26日《东方今报》刊发的许昌县三得

利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注销公告》中，清算组成员王
新见的名字应为“王新建”，特此更正。

电影《投桃报李》
启动仪式及新闻发布会
在许昌举行

坚守初心担使命
——许昌供电公司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侧记

游客神垕古镇不慎丢手机
禹州民警多方辗转终追回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康通讯员孟令康朱前恺

11 月 22 日早晨，郸
城县公安局白马派出所
接到白马镇张庄行政村
的付某报警，称自己养在
老宅院子里的 9 只土鸡
和鸭子一夜之间被偷了
个精光。副局长安竹银
得知情况后指示，小偷小
摸的盗窃案件不大，但是
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能极
大地影响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要务必高度重视，

及时破案。
白马派出所所长张春

阳、副所长李营帅通过排
查沿途监控和入户走访，
终于发现线索，并确定邻
村的齐某有较大作案嫌
疑。11月 22日晚，李营
帅等民警在齐某家中当场
搜出6只已经宰杀的土鸡
鸭和3只未来得及杀的土
鸡。目前，犯罪嫌疑人齐
某已被郸城县公安局依法
行政拘留，案件还在进一
步办理中。

万事俱备 晚上吃鸡
郸城一男子鸡未杀完已被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