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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职院与北大清华同获一等奖

是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创新大赛获一等奖的唯一专科院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易春林 文图

全面推动销售数字化转型升级
双汇启动
“精益销售系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记者 姚程 文图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作品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漯
河职业技术学院了解到，在
第五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师自
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创新大
赛上，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的
参赛作品以第二名的成绩获
得一等奖。据悉，该校也是获
得一等奖的 12 所高校中唯
一的专科院校。
据介绍，第五届全国高
等学校教师自制实验教学仪
器设备创新大赛，是全国高
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实验创
新部分。大赛自 5 月份启动
以来，共有数十所高校的数
百件作品参加了比赛。经过
严 格 的 初 赛 网 评 ，最 终 有
248 件作品进入决赛。
在决赛中，经过现场专

家评审，终评答辩，漯河职业
技术学院机电工程系孔祥林
等老师的参赛作品《汽车变
速器换挡模拟系统》，以总分
第二名的成绩获得了一等
奖。据悉，获得一等奖的还有
清华、北大、哈工大、西工大
等 11 所名牌重点高校。
记者了解到，进入决赛
的 248 件作品绝大部分来自
重点高校，鲜有普通本科及
专科学校。最终，作为唯一获
得一等奖的专科院校，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赢得现场专
家、高校教师及媒体的赞叹。
“近年来，我校不断加大
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实验
实训设备日益完善。”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与此同时，学校还不断
深入开展教学改革和课程改
革，鼓励老师创新性开展教
学活动。
据介绍，该校成立了“大
师工作室”，大力推进现代学
徒制，以师带徒的形式开展
教学活动，初步实现了课堂
是车间、作业即产品的目标。
该校机电工程系汽车大师工
作室，在孔祥林老师的带动
下，积极开展自制教学仪器
设备的研发工作，先后设计
制作了自动驾驶电动汽车、
发动机点火演示仪、避障测
控车、汽车 ABS 演示仪等教
学仪器设备，申请了多个国
家发明专利。

检察长跨界担任“法制副校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闫晴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漯
校园”巡讲团，巡讲团成员都
谈及自己被聘为漯河高
河市检察院了解到，青少年
是长期工作在办案一线的基
中法制副校长一事，陈连东
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层检察官。在法治进校园活
向记者表示，他接下来也将
为有效推进平安校园、法制
动，宣讲员王明辉、常雨凝、 积极融入漯河高中，经常和
校园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
陈玮旭结合自己多年办案经
学校老师在一起，共同担负
康成长，漯河市检察机关在
验、针对在校青少年成长时
起教书育人的责任，还要围
漯河高中组织开展一系列法
绕以下三个方面，发挥法制
期的身心发育特点和性格特
治进校园活动。据悉，漯河
副校长作用：一是带领、选派
征，联系近年来办理的青少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检察官来学校，开展法治宣
年犯罪的典型案例，分别以
察长陈连东，还被聘为漯河 《阳光校园拒绝暴力》
传、警示教育；二是开展打击
《网事
高中法制副校长。
茫 茫 知 多 少》
《青 春 不 容 侵 “校园欺凌”专项行动；三是
据介绍，为进一步深化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
犯》三个主题对未成年人自
“法治进校园”工作，漯河市
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我保护、犯罪预防等方面进
检察机关专门成立“法治进
的社会氛围。
行现场解读。

一等功！舞阳一检察官被最高检表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闫晴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漯
河市人民检察院了解到，在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的，全国
检察机关第九次“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中，
舞阳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
科科长李永山，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荣记个人一等功。据悉，
这也是漯河市检察系统转隶
后个人获得的最高荣誉。

记者了解到，在舞阳县，
李永山是远近闻名的有“侦”
功夫的青年检察官。从事侦
查监督工作 18 年来，他始终
战斗在批捕第一线，亲自参与
和办理案件 1000 余起，定性
准确率和法定时限办结率均
为 100%。
据介绍，李永山的工作业
绩得到了人民群众、党委和上
级检察院的肯定：他先后被评

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先进个人、河南省先进工作
者、全省十大检察之星、全省
检察机关文明检察官、荣记个
人二等功 1 次、个人三等功 5
次，并入选全省检察机关侦查
监督专家人才库。在李永山
的影响带动下，科室全体干警
提升能力、争先创优，科室连
续 6 年在全市考核中获得第
一名，
三次荣立集体三等功。

本报讯 近日，双汇·玄
国，拥有 100 多万个销售网
讯 CRM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点。
“ 双汇精益销售系统”项
暨“ 双 汇 发 展 精 益 销 售 系
目的启动，是为了更好地服
统 ”项 目 启 动 仪 式（如 上
务各级客户，更高效地进行
图），在广州成功举行。双
销售管理，更精准地服务终
汇发展常务副总裁刘松涛、 端网点，更及时准确地掌握
双汇发展副总裁李凯、玄武
消费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
科技总裁陈永辉等出席活
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动 ，现 场 双 方 代 表 正 式 签
据悉，双汇精益销售系
约，将共同携手，全面推动
统已制定了完整的全渠道系
双汇销售数字化转型升级
统建设规划时间表，本次一
与发展创新。
期试点的启动，也势必将实
据介绍，精益销售系统
现双汇与联盟商的持续高效
为双汇了解工作进度和指
连接，
推动共同发展。
导业务提供依据，帮助销售
“此次战略合作，将围绕
团队共同跟踪业绩发展目 ‘数字化赋能’理念，利用‘大
标，帮助双汇联盟商提升经
数据、云服务、平台化、移动
营管理能力，推动双汇整体
化’创新技术，提升双汇精细
业务的持续发展。双汇精
化管理水平。”双汇相关负责
益销售系统项目执行人现
人告诉记者，将努力实现双
场发言，对本次项目进行了
汇高效、优质的服务营销目
详细介绍。
标，实现企业终端管理可视
双汇发展常务副总裁
化、市场动态实时化、人员管
刘松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
理精细化、分析报表自动化
双汇是全球最大猪肉食品
及消费互动常态化，构建数
企业万洲国际的子公司，是
字化双汇销售体系，落实数
中 国 最 大 的 肉 类 供 应 商 。 字化双汇发展战略，助力企
目前双汇市场网络遍布全
业创新转型，
开创未来。

环境治理失责就要
“挨板子”
漯河36人被纪委监察委问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辉
本报讯 环境治理失责，
就要“挨板子”！昨日，记者
从漯河市纪委监察委了解
到，今年上半年，漯河市纪委
监察委在环保领域共对 36
人追究责任，切实强化环保
攻坚领域监督执纪问责，推
动解决一批环境污染突出问
题，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
生态文明建设获得感。
据介绍，
“ 环保攻坚”是
漯河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
之一，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和人民群众福祉。今年以
来，漯河市纪委监察委紧扣
环保攻坚的重点领域、关键
问题和薄弱环节，认真受理
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环保攻
坚专项巡察、环保职能部门
移送、群众信访举报、新闻媒
体曝光的问题线索，重点督

办查处污染问题严重、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
典型案件，对在污染防治攻
坚战中推诿扯皮、推进缓慢、
监管不力、懒政怠政、拍脑袋
决策、想当然办事、贻误治污
时机的，
从严从快查处。
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
年，漯河市纪委监察委在环
保领域共追究责任人员 36
人。其中县级干部问责 5
人，全市通报 4 人；科级及
科级以下干部问责 13 人，乡
镇党政正职 5 人；政务处分
11 人。
“可以说，问责就是最好
的教育，促使我们甩掉思想
包袱，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
对环保工作真重视、真抓、真
落实。”一些被问责的干部深
有感触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