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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陈传宏 刘丽丽

商丘市睢阳区区长栗朝举调研督导创卫工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刘玉婷 韩培培 李季 文图

本报商丘讯 7月3日，商
丘市睢阳区区长栗朝举带领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调研督导
创卫工作。商丘市睢阳区领
导张岩、段云泉、马登峰、黄文
杰、吴莲参加调研。

栗朝举一行先后到南京
路学院路口、工贸路、商丘一
高北家属院、宜兴路华夏路
口、豫东农资物流中心、区交
通局家属院、睢阳公安分局家
属院、刘庄新村等地调研，沿
线查看创卫工作责任单位值

班值守情况，栗朝举一行每到
一次都详细听取创卫工作开
展情况汇报，了解创卫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现场研究解决问
题的措施和办法。

栗朝举说，创卫工作已到
了攻城拔寨的关键节点，全区
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创则必成
的信心，坚定背水一战、志在
必得的决心，不讲理由、不讲
条件、不讲价钱，进一步强弱
项、补短板、抓提升、建长效，
再加一把劲，更上一层楼，再

掀创卫工作新高潮。
栗朝举要求，要发动全

员，全民参与，各级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要带头抓创卫，亲自
安排、亲自推动；党员干部要
深入一线，背水一战；积极引
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创卫
工作中去，营造全面创建、全
域创建、全民创建的浓厚氛
围；各级各部门要拉出任务清
单、责任清单、问题清单，列出
时间表、作战图，确保任务到
人、责任到人，尤其要把创卫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一个一个
揪出来，不推脱、不遮掩、不畏
难，连夜整改到位。

同时，要健全网格化管理
机制，推动干部下沉到网格、
工作落实到网格、问题解决到
网格。完善老旧小区长效管
理机制，指导老旧小区居民成
立业主委员会，群策群力抓好
小区管理，落实“三单”督办机
制，区委、区政府督查局和区
创建办要全覆盖、无死角、不
间断开展督查，对消极懈怠、
敷衍应付的单位和责任人严
肃问责。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李鹏辉

本报商丘讯 夏送清凉，
关爱相伴。7月5日上午，商
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工会主
席张玉玲带领群工部工作人
员,将2万多斤西瓜送到一线
职工手中，为大家送去清凉、
关爱与问候。

近期商丘持续高温，医
疗服务工作任务繁重，该院
全体职工依旧坚守岗位，心
系患者，履职尽责。为切实
做好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
作，确保职工身心健康，院工
会组织开展了第五届夏季

“送清凉”活动。
活动现场，该院院工会

主席张玉玲叮嘱大家注意防
暑，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以健康的身体和愉
悦的心情积极投入工作，确
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加大宣传力度 全面助力执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通讯员 张龙翔 管庆飞

本报商丘讯 为引导全社
会理解执行、尊重执行、协助
执行，营造良好的执行舆论氛
围和法治环境，维护申请执行
人的合法权益，商丘市梁园区
人民法院多措并举，全方位开
展执行宣传工作。

据介绍，梁园人民法院在
执行工作中，发布悬赏执行公
告及执行通告，使执行“听得
见”。严厉敦促并告诫所有失
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
结合日常执行工作，将悬赏执
行公告与执行通告进行录音，
并用于警车广播，表明法院维
护司法权威的信心和决心，震
慑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等

违法犯罪行为。
该院警车粘贴宣传标语

出行，电线杆彩条标语、悬挂
横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
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使执
行“看得到”，通过“惩戒失信，
打击拒执”、“严惩黑恶势力，
维护社会稳定”等执行相关宣
传标语向社会展现法院打击
规避抗拒执行行为的雷霆手
段，敦促失信被执行人自觉履
行义务。

全面公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使执行“推得开”。该院
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头像、
未履行金额等信息制成宣传
海报，广泛张贴于广场、超市、

银行、学校、火车站等人员密
集场所，还利用网络平台“抖
音”等APP更大力度曝光失
信人，使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在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面前，让
其无处遁形、无处藏身，对其
形成舆论震慑和精神压力。

据了解，目前，走在梁园
街头，时常能听到人群中讨论

“执行”“失信被执行人”的声
音，也能看到广场、学校前放
置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宣传
展板前围满了过路群众，梁园
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开展的
全方位执行宣传起到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

商丘市中心医院
开展总带教护士岗位竞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 为促进护
理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教学人力资源的有效配
置和合理使用，7月3日，商
丘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开展了
两年一次的总带教护士岗位
竞聘。

据悉，竞聘会采取“个人
申请、科室同意、竞聘演讲、
综合评价”的流程进行，竞聘
会由院业务负责人、护理部
主任、全体护士长担任评委，
手术室护士马丽莎、急诊科
护士许若楠担任主持人。

护理部主任马瑞华向大
家阐述了竞聘的目的及评分
规则。竞聘选手们精心准备

了图文并茂的课件，演讲时
精神饱满地展示了自身优势
和教学方法和计划。

经过评委公平公正的评
选，护士韩淑灿、丁一、谷春
艳、马丽丽、吴丽娟、闫桂枝、
潘珍、王素梅、侯秀芹、刘娅、
李艳华、潘亚丽12人被选为
总带教。这次竞聘，为护理
带教老师们搭建了相互学习
的平台，激发了护理人员的
工作热情，也促进了护理教
学、护理质量与护理管理的
共同发展，对提高该院护理
带教老师整体素质和带教水
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商丘市中医院举办第十届冬病夏治节
暨首届夏令膏方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陈海峰 陈萌萌

本报商丘讯 7月2日上
午，商丘市中医院第十届冬
病夏治节暨首届夏令膏方节
开幕式在商丘市中医院开
幕。

院长李德怀在开幕式致
辞时说，冬病夏治是中国传
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
老祖宗留下来的独特疗法。
此次活动作为商丘市中医院
推出的重点惠民服务项目，
将为广大市民和病患者提供
全方位周到的服务，希望借
此有力地推动商丘市中医药
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首届膏方中医专家代表
郑芳忠说，近几年来，夏令膏
方在国内最著名的中医院经

过推广，获得了非常理想的
预防疾病效果，受到了患者
的肯定。夏季是一年之中阳
气最盛的季节，也是人体新
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利用
这个时期治疗一些疾病，能
够达到防病治病目的。

据了解，冬病夏治是中
国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
色，是利用夏季气温高，机体
阳气充沛的有利时机，利用
药物穴位贴敷等方法调整人
体的阴阳平衡，使一些宿疾
得以恢复。目前，冬病夏治
的方法很多，可内服药物、食
疗和外治，包括穴位贴敷、艾
灸、针刺、拔罐、刮痧等等。

商丘市实验中学高二举行书香班级创建活动

本报商丘讯 为加强校
园文化建设，打造书香班级，
形成班级特色文化，增强育
人氛围，让学生在充满温馨
书香气息的教室里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商丘市实验中
学高二年级开展了“书香班
级”创建活动，并于7月3日
进行了书香班级评比。

据介绍，为营造教室读
书氛围的主阵地，高二各年

级将教室布置做出了“三个
统一，一个特色”的规划，即
统一教室门口的班级排，统
一教室布置，统一图书柜；一
个特色即教室的墙面黑板
报，有自己的班级特色。此
举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读书兴
趣，还增强了学生的文化底
蕴，使他们每天吮吸书香遨
游在知识的海洋。虞 城 县 刘 善 林 水 电 门 市 部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11425MA45R98CXN，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冬病夏治有源头

调研现场

营造书香班级
争做文明少年

走街串巷到一线 发现问题现场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