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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国家35名新生，留学漯河医专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记者 康飞 通讯员 卫永强 文图

本报漯河讯“在很小的时
候，我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中
国功夫、中国电影、中国文化，
以及中国人民独特的魅力。”近
日，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简称漯河医专）留学生开学典
礼上，来自摩洛哥的留学生那
雅对记者说，从那时她就下决
心，长大后一定要来中国，来旅
游、来学习，甚至在中国工作。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漯
河医专2019级留学生开学典
礼暨入学教育仪式如期举行。

来自老挝、沙特阿拉伯、蒙古、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摩
洛哥、越南以及非洲的安哥拉、
赞比亚、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
等11个国家的35名新生参加
了开学典礼。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发
布‘2019高职高专排行榜’，学
校总排名全国第五位、河南省
第一、全国同类院校第一。”漯
河医专校长赵志军介绍完学校
情况后，赠与留学生三句话：一
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希望

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努力实
现“留学梦”；二是“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要严格遵守中国法
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校规校
纪；三是“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希望成为中国与各自祖国文化
交流的使者。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招收
外国留学生。”漯河医专副校长
董伟群告诉记者，他们学校
2017年获批河南省教育厅来
华留学生培养资质，是河南省
第一所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医学
专科学校。2018年招收第一
届留学生，7个国家25名留学
生来校读书，今年又迎来了来
自11个国家的35名新生。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
化，今日的中国正在通过‘一带
一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
展机遇，共创和谐繁荣。”赵志
军校长告诉记者，今后学校将
不断加强办学国际化，通过合
理设置课程，因材施教，帮助留
学生顺利融入校园，圆满完成
学业，使他们在“一带一路”以
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
作出积极贡献。

总工会＋法院＋人社局……

漯河“强强联合”为农民工讨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记者 康飞

本报漯河讯“确保2020
年春节前，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应清尽清。”11月7日，记者
从漯河市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联席会暨“拖欠农民工工资专
项执结行动”动员会上了解到，
该市三部门将联合行动为农民
工“讨薪”。

记者了解到，这次“拖欠农
民工工资专项执结”行动，由漯
河市总工会、漯河市中级人民
法院、漯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联合进行，从11月 10
日开始，为期60天。其目标任
务是，以解决工程建设领域和
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餐饮服

务等行业欠薪问题为重点，全
面掌握欠薪底数，摸清建设工
程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
确保2020年春节前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应清尽清。

“具体共分全面摸排、集中
清欠、总结验收三个阶段。”记
者获悉，在集中清欠阶段，该市
各级法院将畅通立案“绿色通
道”，将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
件，作为重点民生案件纳入速
执程序。人社部门要积极与公
安机关协商，建立案情通报、案
件移送制度，对涉嫌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犯罪的，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该市建立三个工作机制。
一是劳动争议调解值班机制，
三方安排专人在工会职工服务
中心、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行政
服务大厅等设立“劳动者权益
维护”服务固定窗口，为职工提
供咨询；二是联席会议机制，每
月30日前互通情况，每季度最
后一月总结，对热点敏感问题
重点研判；三是联合救助机制，
推进多层次帮扶制度，积极为
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服
务，依法帮扶生活确有困难的
劳动者。对劳动争议案件中的
困难职工，工会组织依法予以
救助。

漯河市住建局

为全市老旧危房“把脉问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赵乐乐

本报漯河讯 11 月 7日，
记者从漯河市住建局了解到，
为预防城市各类房屋安全事
故，了解危险房屋解危情况，确
保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市住建局房屋安全检测中
心组织开展了全市老旧建筑危
险房屋安全复查排查工作，为
全市老旧危房“把脉问诊”。

此次排查的范围比较广，
漯河市区规划区内2000年以
前交付使用的老旧居住建筑，
以及市区规划区内2015年以

来全市老旧建筑房屋安全检查
中定性为C、D级别的居住小
区都被列入排查范围。

通过历时5个月的排查，
目前，漯河市郾城区、源汇区和
经开区工商报 177 处建筑
（群），实际现场检查201处，
576幢房屋，建筑面积约98.9
万平方米，其中C级危房 42
幢，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
D级危房 22幢，建筑面积约
4500平方米。通过对原鉴定
为C、D级危房的回访复查，漯

河市现有102幢C、D级危房
尚未解危，且正在使用中，建筑
面积约20万平方米，涉及住户
数2321户。

下一步，漯河市住建局根
据排查复查情况，后期将形成
全市老旧建筑安全调研报告上
报市政府，提出解危建议，通过
为老旧危房“把脉问诊”及时消
除隐患，全力保证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真正实现有诺
必行守初心，用实际行动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

全省青年医师急救大赛

漯河中医院获多项殊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杨磊

本报漯河讯 11 月 7
日，记者从漯河市中医院了
解到，在近日举行的河南省
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2019
年学术年会暨河南省中医
药学会第二届青年医师急
救大赛上，该院急诊团队斩
获团体三等奖和个人多项
奖项。

据悉，此次大赛共有全
省近20个代表队100余名
队员参赛。赛前，漯河市中
医院院长陈来恩指示急诊
科麻晓主任和袁菲护士长
一定要大力支持，三位队员
全脱产集训。

比赛中，经过激烈的角
逐，漯河市中医院青年医师
在赛场上获得了可喜成绩，
团体成绩第4名，荣获大赛
团体三等奖；急救理论组付
晓芳、杨磊分别取得第 2
名、第5名，荣获二等奖及
三等奖；心肺复苏组杨磊第
1名，荣获一等奖；针灸组张
冰第3名，荣获二等奖；创
伤急救组付晓芳第5名，荣
获三等奖。同时，队员杨磊
被确定为河南省代表队队
员，将参加明年举办的中华
中医药学会青年医师急救
大赛。

漯河市口腔医院挂牌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红娅

本报漯河讯 近日，漯
河市口腔医院揭牌仪式，在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漯河
市儿童医院）学术报告厅隆
重举行。

仪式上，漯河市卫健
委副主任赵明阳，宣读了
《漯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关于同意市二院加挂

“漯河市口腔医院”的批
复》文件。漯河市第二人
民医院、漯河市口腔医院
院长胡洪良，介绍了漯河
市口腔医院的情况。漯河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张合
良和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教
授台保军，共同为“漯河
市口腔医院”揭牌。

近年来，漯河市第二
人民医院突出内涵建设，
特别是在口腔医学专业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医院
已成为河南省口腔专科联
盟成员单位，口腔科门诊

设院本部和沙北两个门诊
部，年门诊 5 万余人次，
设有口腔内科、口腔保健
科、牙体牙髓病科、口腔
正畸科等专业，共有工作
人员36人，其中副主任医
师2人、主治医师6人、技
师6人、副主任护师1人、
主管护师10人，开展有人
工种植牙、牙病预防治
疗、修复、高端义齿修
复、正畸等技术，是通过
河南省卫计委口腔种植技
术准入的单位，也是省卫
生厅指定的儿童牙病预防
实施单位，在漯河市及周
边地区享有较高声誉。

胡洪良说，今后该院将
与其他口腔医疗机构加强
联系，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促进行业规范、引领学科发
展，把医院建设成为一所集
医疗、科研、教学、预防为一
体的二级口腔专科医院。

漯河发布实施全国首个
《调味面制品》团体标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史琳泓

本报漯河讯 11 月 7
日，记者从漯河市食品安全
协会获悉，该市近日发布实
施全国首个《调味面制品》
团体标准。

目前，调味面制品行业
尚无统一的国家标准，河南
省地方标准《调味面制食
品》（DB41/T515-2007）已
于2019年10月1日废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第18条“国家鼓励学
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
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

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
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
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
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
定供社会自愿采用”的规
定，漯河市食品安全协会牵
头组织相关单位制定了《调
味面制品》团体标准。

该团体标准体现协商
一致原则。标准由漯河市
食品安全协会组织相关企
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检
测认证机构和消费者协会
共同制定。

留学生在漯河医专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