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三门峡讯 日前，中
国移动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
分公司（以下简称“三门峡移
动公司”）召开2018年会议，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闫志刚
在提到今年的重点工作时强
调，今年将着重做好三大工
程，即“重点业务领先工程”、

“网络领先工程”和“客户感知
领先工程”。

为做好客户感知领先工
程，自去年以来，三门峡移动
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投资超过
2.3亿元，为推进国家提速降
费工作做了大量工作。

在提网速方面，三门峡
移动新建4G基站880个，总
量达到3200个，网络覆盖率
达到 95%，基本实现了全市
4G网络的全面覆盖。重点场
景应用了双载波聚合技术，使
4G网络单用户峰值下载速率
达到 200Mbps，较之前的单
载波下载速率提升了1倍。

在降费方面，三门峡移动
在第一时间祭出“大手笔”，迅
速推出移动冰激凌全国（不含
港澳台）流量不限量套餐，客
户参与相关优惠活动，可免费
使用 200M 或 300M 移动极
光宽带和4K高清电视业务，
还可以最多办理两张副卡，共
享主卡流量和语音通话。

在做好重点业务领先工
程中，三门峡移动推出智能安
防设备，以及看家神器“和
目”。设备安装后，会通过客
户端推送消息、短信告警以及
人工外呼告警等多种方式，对

家庭安全进行监控，还可通过
安防设备与手机智连，家中状
态可一览无余。

此外，三门峡移动还下大
力气，积极落实国家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的工作要求
和河南省电子政务平台建设
工作部署，不断加大“政务云”
平台建设优化力度，着力打通
信息孤岛、促进数据共享，稳
步提升政务服务的公开透明
程度，努力让企业和广大人民
群众“办事更便利”。

目前，三门峡移动已完成
与三门峡市15家市县党政单
位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并基
于“移动大云”平台开发了“智
慧城管、智慧交通、平安城市、
应急指挥、效能监察”等10余
项政务服务精品应用，为政务
服务部门持续增强政务信息
公开、网上办事、移动执法、网
络问政等“互联网+政务服务”
新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
促进了“一号申请、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等重点民生服务项
目的有效落地，在助力政府部
门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转
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门峡移动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闫志刚表示，下一
步该公司将在推进网络提速
降费的同时，认真做好客户服
务，加强产品和业务创新，以
实际行动降低客户通信消费
成本，促进薄利多销，让客户
和企业切实受益，为客户、企
业和社会创造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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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倩颖和房露娜在开宠物
店前，都是普通的上班族，每月
仅一两千元的工资。当时，两
人已经收养了4条狗，每月要
在狗粮上花费1000多元钱。

“别人买狗粮都是几斤几
斤地买，我一去都是开着车，几
十斤几十斤地拿。”房露娜笑着
告诉记者，除了每月的狗粮消
费外，给狗狗洗澡、买零食等也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总花费占
到了两人工资的一半多。几经
商量后，两人决定开家宠物店。

当时的宠物店，有二十多
平方米，除了基本的设备和商
品，还给狗狗预留下了位置。

“宠物店运营正常后，收养狗的

数量也在增加，有的是别人送
来，有的是自己捡的。数量从
原来的4条，增加到12条，还
有3只猫。”孙倩颖说。

伴随而来的，是花销的不
断增大。小店每月要购买近
200斤狗粮猫粮，还要添置零
食、鸡胸肉等加餐食物，一年下
来花费数万元。“开店一年多根
本没赚啥钱，都给它们了，只能
维持基本收支平衡。”孙倩颖笑
说。

考虑到宠物店太小，今年
两人决定找间大一点的门面。
为了节省费用，装修两人自己
动手，实在忙不过来，就喊上父
母帮忙。即将竣工的店铺，还

专门为流浪小动物预留了一个
“单间”。

因为收养流浪猫狗，两人
成了三门峡当地宠物圈里有名
的“爱心姐妹”。市民遇到流浪
猫狗，会直接送来，也有人想从
这里领养小可怜当宠物。对
此，两人十分慎重。“收养流浪
猫狗，得真心喜欢它们，愿意对
它们好的，把猫和狗交给这样
的领养人我们才放心。”孙倩颖
说，收养流浪小动物不是一句
口号，她们会量力而为，也希望
自己能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这个队伍。

本报三门峡讯 为普及健
康知识，提高健康意识。近日，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儿童医院、
三门峡市妇幼保健院携手三门
峡实验幼儿园，在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儿童医院门诊大厅举办

“我是最棒小医生”欢乐体验活
动。

活动当天，30多名孩子在
家长的陪同下来到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儿童医院，穿上儿童版
白大褂、护士服，在医护人员的
陪伴中，开始欢乐体验。

在雾化中心，医生示范了
如何正确刷牙。在保健科，孩
子们第一次拿起了听诊器，听
听身体里心脏跳动的声音，一
个个兴奋不已。“妈妈，扎针疼，

你可别哭哦……”在普通儿科
病区，在医生的专业示范讲解
下，孩子们开始自己尝试着扎
针，消毒、找血管、止血、固定
……孩子们做得一丝不苟。

最后，三门峡市首位返乡

留美眼科博士后、三门峡市中
心医院眼科医院院长党亚龙带
领团队给小朋友们讲解了儿童
眼保健知识，三门峡市儿童医
院的护士们为小朋友们发放了
礼物。

本报三门峡讯 子宫，是
女性孕育胎儿的摇篮，，也是
人体中重要的特殊器官。当
然，它也面临着各种伤病的威
胁，各种子宫疾病已成为当今
世界威胁女性健康的一大杀
手。

为帮助广大女性学会保
护“生命摇篮”，日前，三门峡
市计划生育协会、三门峡市慈
善总会联合发起“2018·生命
摇篮公益援助行动”。由三门
峡妇科医院引进的豫西地区
独家专利技术——美国超导
凝固刀，让子宫肌瘤的治疗正
式进入了无创时代。

4月15日，一场专家面对
面学术交流会在三门峡妇科
医院内举行。来自三门峡部
分乡镇的妇联工作人员及各
社区医生共 40 余人共聚一
堂，共同探讨和交流这项新技
术。

现场，三门峡妇科医院业
务院长张艳霞做了关于子宫
肌瘤治疗的专题讲座，并就治
疗中的专业、细节问题进行解
答。接受过无创治疗的两位
患者也在现场发言。最后，妇
科医院名誉院长翁如兰发出
合作倡议，希望该技术更好地
服务于三门峡地区女性。

“爱心姐妹”和妞妞一起玩耍

90后“爱心姐妹”收养流浪猫狗

每年花费数万元不愿放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文图

本报三门峡讯 从2014年
开始，因为不忍心看着流浪猫
狗在街头流浪，24岁的孙倩颖
和20岁的房露娜开始收养这
些“毛小孩”，它们，有的是别人
送来，有的是她俩捡回家的。

这四年，她们笑称自己走
上了一条“不归路”，收养的猫
狗越来越多，成了三门峡当地
宠物圈里有名的“爱心姐妹”。
如今两人共收养12条狗 3只
猫，每年花费数万元，开的宠物
店只能维持基本支出平衡，但
两人不愿放弃。

受伤的狗站起来，两人哭着给朋友报消息

4月25日，大河客户端记
者见到孙倩颖和房露娜时，两
人正在装修好待开张的宠物
店忙活。店内看起来有些杂
乱，一只泰迪狗正在两人脚下
打转玩耍。

这只泰迪狗名叫“妞妞”，
是姐妹俩收养流浪动物中的一
只，很是乖巧。记者注意到，妞
妞的后腿有些跛，走起路来并
不太顺畅。

“这已经好太多了，刚来时
后腿完全瘫痪，根本不会走
路。”孙倩颖说。

一年多前，孙倩颖到宠物

医院上班的第一天，就见到了
缩在笼子一角的妞妞。它浑身
是血，后腿拖地无法站立。孙
倩颖询问后才知道，这只泰迪
是不知何故被埋在石堆里，热
心群众发现后，将它救出送到
医院。

初来时，妞妞不吭声、不活
动，只有到晚上了才会吃东西，
剩余时间便缩在笼子一角。负
责照顾的孙倩颖看到十分心
疼，最后下定决心收养。

在医院做完手术后，又停
留了数月后，孙倩颖将妞妞带
回家，和好朋友房露娜一起照

顾它。为了让妞妞能站起来
走，两人做了牵引绳，又买来小
轮椅，一有空就让它锻炼。当
妞妞终于如愿站起来时，两人
哭着给朋友打了一圈电话，只
想分享这个消息。

去年夏天，妞妞突然走丢
了。两人发疯似的四处寻找，
3天连发数千张单页，寻狗的
信息霸占了自己的朋友圈，执
拗地坚持后，最终将妞妞找回。

“和我们在一起久了，有感
情了，谁都不愿意放弃。”

一年花费数万元，开店仅能维持基本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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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娃“变身”小医生

趣味体验护理扎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房琳 闾斌 通讯员 牛鹏磊 文图

探讨新技术服务女性健康

三门峡妇科医院
举行专家交流会

三门峡移动公司：

□通讯员 赵冬

实施“三大工程”
一切为了客户满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任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