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2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余淼 美编 唐鼎

河南 社会AⅠ·23

本报讯 安阳交警近期
连续作战，冒着严寒坚守在
路口指挥交通，开展冬季道
路交通安全整治活动。群众
自发送来的一份份爱心礼
物，为他们驱寒。

近日，在文峰大道与永
明路交叉口执勤的交警，意
外地收到了外卖小哥送来的
三十多杯奶茶。

没人点餐，外卖从何而
来？民警在送餐订单上，看
到标注着“麻烦送给执勤的
交警”。随后，通过订单的电
话，民警辗转联系到送奶茶
的康姓女孩。原来，女孩几
天前曾经在这个路口做文明
交通志愿者，深深体会到交
警的执勤辛苦，所以特地点
了热奶茶慰问交警。

此外，在幸福路小学门
口执勤的民警收到该校小朋
友写的“表扬信”；在移动公
司岗和六院岗执勤的民警收
到知名餐饮企业送来的午
餐；还有某店铺门口默默地
摆出了“免费供应开水 执勤
人员辛苦了”的热水供应
桶。这一份份爱心，让古城
安阳倍加温暖。

安阳街头 热心群众成交警“暖心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高翔

本报讯 为扎实推进“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真正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课堂，近日，安阳工学院举行
了首届教师说课大赛，校长景
国勋出席。

在比赛中，62名参赛教
师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设计
独到、教学手段新颖，巧妙
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

教学中，实现了知识传播与
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教学
内容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德育和智育的有机结合，彰
显了“立德树人”的根本理
念。

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评
出5名特等奖，11名教师荣
获一等奖，20名教师荣获二
等奖，其他参赛教师获优秀
奖。大赛不仅展现了该校教

师的课堂组织能力和掌控能
力，还突出了“思政融入课堂”
的教学理念，充分展现了各种
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在课堂上
发挥的作用，是该校以课堂教
学为抓手、强力振兴本科教
育、加强课堂建设所取得成果
的一次集中展示，激发了广大
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代
教学方法、积极投身教学工作
的热情。

安阳工学院
举行首届教师说课大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德平

本报讯 12 月 11 日上
午，安阳市司法局举办全市司
法行政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
会，市司法局机关全体党员干
部，市法律援助中心、豫安公
证处、市仲裁中心全体人员，
市监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领
导班子成员及部分中层干部
共 15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市司法局党委委员、
副局长秦玉光主持。

报告会重点对习近平总
书记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和全会通过的《决
定》进行宣讲。报告会内容全
面、解读透彻、语言通俗、寓意
生动，为全市司法行政系统党
员干部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了一次全面

的宣讲，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党
员干部树牢“四个意识”、坚持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报告会后，秦玉光在会上
强调，要充分认识全会的重大
意义，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
届四中全会精神热潮，结合新
年度工作的谋划，将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学深悟透做实。

安阳市司法局
举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郑传学

本报讯 滑县的刘女士
攒下了一大箱的零钱和残损
币无处存放，近日，她带着钱
来到滑县农商银行留固支行
营业厅兑换，没想到该行业
务员加班加点用了整整一下
午时间，帮其清点并兑换。

12 月 9 日中午 12 点左
右，四十多岁的刘女士吃力
地搬着个纸箱子来到留固支
行营业厅，大堂经理急忙迎
上去帮忙并询问办理什么业
务。原来刘女士家住留固镇
前横村，平时在村里做小生

意总会收到零钱，现在攒了
一箱子的零钱和残损币，无
处存放，就来留固支行碰碰
运气。当时正值中午，当班
柜员向刘女士承诺：即使加
班加点，也一定尽快将这些
残损币清点完毕。刘女士这
才放心地留下联系方式，离
开了营业大厅。

由于存放的零钱时间
长，纸币受潮严重，工作人员
只能手工一张张计数、挑拣、
扎捆，而硬币只能一枚枚辨
别，再分类摆好，整理成卷。

中午休息的柜员也利用
休息时间一起加入清点残币
的工作。经过仔细清点，终
于在当天下午下班前将零残
币清点核对完毕，共计9350
元。清点完毕后，工作人员
赶紧电话告知刘女士，帮其
完成兑换。

滑县农商银行急客户所
急，想客户所想，为客户解决
实际难题，在提升自身服务
水平的同时，践行初心，服务
三农，为县域百姓提供有效
的金融支撑和服务便利。

做生意攒下一大箱零残币
银行工作人员加班加点清点兑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金铭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各
级关于做好冬季集中供热工
作的指示精神，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在使用集中供热过程
中反映的突出问题，掌握用
户家中供热实际情况、了解
用户供热诉求、解答用户供
热中的疑惑、普及供热常识
处理和解决用户供热存在的
问题，安阳益和热力有限责
任公司决定2019年度采暖期
在全市集中供热范围内继续
深入开展“访民问暖”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该公
司安排各供热服务部一线员
工、客服主管立即主动走入
用户家中，做到每天入户调
查，实地测温不少于50户；安
排机关科室抽调30人，分组

进入用户家中，做到每天每
人入户调查不少于30户。

除了动员一线员工入户
测温调查外，公司要求各供
热服务部主任、书记按片区
划分，实行责任承包制，签
订“访民问暖”责任书，深入
了解和解决此次活动中突
出的问题。公司领导班子
更是亲自上阵，以用户投诉
率、满意率和处置及时率为
导向，切实推动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

据悉，此次“访民问暖”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供热期结
束，该公司工作人员将竭尽
所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解
决，全力以赴保障热用户温
暖过冬。

本报讯 为强化中原银
行安阳分行全体党员干部理
想信念，根据中原银行总行
党委统一安排，12月2日上
午，安阳分行举办了《信仰的
力量》专题讲座。中原银行
安阳分行领导班子成员、全
体中层干部、全体党员共150
余人参加此次党课学习。

讲座以《从伟人身上汲
取信仰的力量》为主题，分别
从“信仰是什么？”“信仰的
养成”“信仰的坚守”“信仰
在哪里”“信仰的基石”五个

方面进行授课，阐述了伟人
的初心和信仰，追忆伟人用
顽强的意志锤炼信仰、用无
私的精神坚守信仰的奋斗岁
月。

该行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在今后要将学到的精髓
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建立持续学习、不
断创新的党建工作机制，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分行各项业
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鹤壁讯 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淇
水湾街道姬庄村以民生问题
为导向，牢固树立为民服务
理念，注重改善人居环境，精
准聚焦交通、环卫、供水、天
然气等民生工程，在办理为
民实事中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铮铮誓言。

姬庄村党支部书记姬友
洲告诉大河报·大河客户端
记者，该村秉持绿色发展理

念，科学谋划，统筹推进，高
标准进行绿化，大力改善提
升人居环境。围绕“绿家园、
美乡村、奔小康”三位一体发
展思路，对村内绿化工作规
划成“一路三街八胡同”，着
力打造森林乡村。纵主街以

“樱花大道”为主题，横主街
以“海棠大道”为主题，打造
出了一街一品、一路一景的
绿化景观，实现了村中有树、
林中有村，人在村中走、犹如
画中游的美景。

民生工程
塑造美丽乡村新面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玲玲

中原银行安阳分行
举办《信仰的力量》专题讲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王志立

安阳开展访民问暖活动
确保市民温暖过冬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李伟

群众为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活动的交警送热饮、送午餐、送热水御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