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Ⅱ06

2021 年 1 月 20 日

河南新闻

星期三

社会

宁陵县供电公司：

农业银行民权县支行
上门为客户办理业务获好评

反窃查违促提质增效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张红梅
“发现一台区电量出现高损，
立即组织反窃电小组开展现场排
查。”1 月 15 日，国网宁陵县供电
公司营销部专责通过用电信息采
集系统开展线上监测分析，发现
一台区低压线损为 10.91%，台区
日均损失电量在 92 千瓦时左右。
营销部专责迅速向负责人汇
报，并带领反窃电小组成员对台

区开展现场分析排查，对比分析
客户用电时段、电压电流值等数
据，结合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异
常可疑用户。通过检查发现客户
路某家有 4 台空调、热水器等电器
保持24小时运转，
客户计量表铅封
有人为打开后用胶水粘连的痕迹，
检查计量表发现电流短接，
走动较
慢。窃电证据确凿，
该公司向客户
路某追补电量电费及违约金近3万
元，
台区线损也降低至3%以下。

据悉，为将提质增效工作落
到实处，该公司将同期线损治理
列入重点任务，深化推进反窃查
违工作，进一步规范用电秩序，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开展
用电及反窃电检查，结合稽查大
数据分析，对有窃电嫌疑的用户
逐户进行突击检查，精准打击，有
效堵塞“跑冒滴漏”现场，确保提
质增效工作落实到位。

夏邑县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开展义务献血活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焦华璞
日前，
夏邑县人民医院组织医
务人员开展了为期两天的义务献
血活动，揭开了 2021 年义务献血
的序幕。夏邑县人民医院医务人
员参加无偿献血，献血总量为 8.8
万毫升。

在医务人员的指导下，献血
人员依次进行登记填表、测量血
压、体检化验、挽袖献血，整个过
程井然有序。鲜红的血液缓缓流
入血袋，滴滴热血，传递着无限的
希望。
献血车上，
不仅有好多经常献
血的老面孔，
还有第一次参加无偿

献血的青年医务人员，热血青春，
他们以实际行动献出热血。通过
此项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营造了良
好的无偿献血氛围，
提高了医务人
员无偿献血和科学用血的相关科
学素养，加强了临床合理用血管
理，传播了健康知识，营造了互助
互爱的无偿献血良好社会氛围。

中国石化商丘石油分公司
配合职能部门开展打击
“自留黑”
行动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陈晶晶
1 月 12 日，商丘睢阳分公司配合区商务局、
公安局等职能部门开展打击
“自留黑”
行动。
对隐藏在开元陵北路东一黑加油窝点进行
联合打击，该黑储油点擅自利用报废运输车辆
作为储油罐偷卖油品进行查扣。现场查处罐内
油品约 1.5 吨、拘留 1 人，并移交公安部门进行
进一步处理。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农工党党总支和党员受表彰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邵显哲 通讯员 韩倩
近日，农工党河南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郑州召
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农工党
党总支荣获“农工党河南省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称号，张
春玲、韩倩荣获“农工党河南省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在会上受到隆重表彰。
近年来，
医院农工党党总支紧
紧围绕医院中心工作，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建功立
业。特别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广大党员迅速行动，投身“疫”
线，
踊跃参加医疗队支援商丘市立
医院和驰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民主党派和

人民携手同心，
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此前医院农工党党
员杨秋敏、张伟华已分别荣获“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和“河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称号，受到了党中央、国
务院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商丘梁园区实验小学：倾听青年声音 凝聚青年力量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见习记者 李德鹏 通讯员 曲季红
为进一步了解新入职青年教师
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
促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近日，
商丘市梁园区实验小学举行
了
“点燃青春激情，
不负青春年华”
青年教师座谈会。
会上，
该校业务校长曲季红为
新入职教师进行了教学业务培训，
要求每位教师明确教学目标，
提高
自身业务学习；
做到课前备课、
批改

作业；
为人师表、
关爱学生。努力提
高自身业务水平，
不断学习探索，
才
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接着，
该
校党支部副书记刘魁丽为新教师作
了德育方面以及家校合作方面的培
训。告诫青年教师一定要做到严于
律己，
以德育人，
爱护每位学生。
最后，
梁园区实验小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杨晓进行了总结讲话。她
说，
青年教师是学校的希望，
是教育
教学战线上的主力军，
关心青年教师
是学校
“成就教师发展”
理念的具体

体现，
学校一定认真为青年教师的快
速成长保驾护航，
为学校的健康发展
凝聚青年力量，
点燃青春激情。她希
望青年教师要增强立德树人意识，
不
断加强师德修养，
规划好职业理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有好教
师”
的标准，
努力做一名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
心的好老师。积极做好学生学习知
识的引路人，
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
人，
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学生奉
献祖国的引路人。

健康义诊献爱心 民权县中医院给养老院送温暖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压、
把脉、
心电图、
彩超等常规检查，
见习记者 邵显哲
并根据老人们各自情况的不同，
为
“量血压、把脉、心电图、彩超、
他们免费发放了常用药品，
告知老
发放免费药品……”
1月18日下午，
人们使用药品及服用方法、注意事
民权县孙六镇敬老院内暖意浓浓。
项等，
有针对性地叮嘱他们平时应
民权县中医院院长底世松带领医院
该注意的生活细节。并且为老人
义诊服务队顶着瑟瑟寒风，
前往孙
们打扫卫生、
剪指甲。
六镇敬老院进行敬老义诊活动，
为
敬老院的一位老人高兴地说，
这里的老人们送去温暖和关爱。
“俺院长说今儿个中医院的专家来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详细询问
给免费看病呢，
俺早早嘞都在这儿
老人们的身体情况，
为他们测量血
等着呢，
这几天正头晕呢，
恁给看病

还送药，
咋嫩好嘞，
谢谢来给我看病
的医生，
谢谢中医院的领导还想着
俺们孤寡老人！真是太感谢了。
”
此次义诊活动，
得到了县委书
记姬脉常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近年来，民权县中医院“以病
人为中心”，不断提升医护服务水
平，
多次到全县敬老院、老年公寓、
精准扶贫帮扶村开展义诊、献爱心
等活动，
以实际行动彰显为人民服
务的理念。
主编：
颜景献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娄浩然
“谢谢你们啊！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
没
想到你们农行工作人员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帮助我解了燃眉之急。有你们这么好的服
务，钱存在农行我放心！”民权县刘先生对农
行的上门服务赞不绝口！
事情是这样的，1 月 15 日上午，民权支
行营业部接待了一特殊客户，说他父亲年事
已高，
忘记了银行卡密码，
目前在民权县中医
院生病住院无法行动，
因急需用钱，
问能不能
由其代理挂失密码取钱。
根据农行业务规定挂失密码必须由本人
办理。网点负责人周晓飞了解客户特殊情况
后，
当即决定上门为客户办理业务，
他带领工
作人员冒着严寒随即赶到民权县中医院，现
场解决了客户难题，
获得了客户认可。
据了解，
农行民权县支行因独家代理六十
岁以上老年人养老金发放业务，
所以老年客户
偏多，
每周都有几次上门服务业务，
但是该行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理念，
想客户之所想，
急客户之
所急，
扎实做好柜台延伸服务，
获得广泛认可！

民权县法院
做好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倪政伟
通讯员 李宁 刘雪豪
民权县人民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
不断延伸服务手段，
着力做好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这篇文章。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
该法院着力在推进审
判、
执行、
服务智能化上下功夫，
采取多项举措，
全力推进网上立案、
庭审和执行工作，
不断加大
对软、
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
实现了网上立案、
庭审直播、
执行查控、
诉讼自助服务、
远程提讯
和远程接访，
新增设了7个高清科技法庭。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逐步深入，自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来，该院充分借助移动
微法院、云间网上庭审等系统广泛开展网上
立案等工作。据统计，到目前该院网上立案
4298 件、网上开庭 1197 件、网上交费 3899
笔、电子送达 9838 次、网上阅卷 308 件、为律
师提供网上服务 2027 次。网上办公办案整
体工作连续多次在全市法院排名第一，被省
高院评为网上办公办案先进单位。真正做到
了疫情防控不松懈、诉讼服务不停歇。
在此基础上，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责任落
实，
健全长效机制，
在诉讼服务中心建立了调
解、速裁和快审一站式解纷机制，
让公平正义
加速。2020 年以来，
民、
刑事速裁团队共受理
案件 629 件，结案 627 件，结案率 99.68%，调
解、
裁定准予撤诉228件，
调撤率达到58.91%，
平均审限16.85天，
最短审限仅为1天。

六旬老人落入深井命悬一线
商丘市睢阳区消防支队
火速出动成功救援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陈涛 倪政伟
通讯员 孔宇 李宏鹏
1 月 17 日 7 时 45 分，商丘市消防救援支
队睢阳区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辛镇
李楼村有人落井被困，情况十分紧急。接到
报警后，睢阳大队产业聚集区消防救援站指
战员立即出动前往现场成功救援。
8 时 20 分左右，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
场，
由于现场围观群众较多，
救援人员立即协
同现场民警对周边围观群众进行疏散，并进
行警戒。被困人员为一名 60 岁左右老人，患
老年痴呆病，自己不慎坠落井下 10 米左右位
置，只有头部和半个肩膀露出水面，天气寒
冷，
时间就是生命，
现场指挥员立即向井内投
放氧气瓶，同时一名体格较小的消防员穿戴
好防护装备下井救援，在其他人员的辅助下
携带救援绳索、腰带，
采用倒挂金钩的方式头
朝下下入井内，8 时 30 分许，在确认老人已
经被绳结固定后，井上的人员合力将老人拽
出井口交由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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