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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程庄供电
所召开晨会，安排布置今天
的工作内容，重点是麦场防
火宣传、过载台区治理、日常
补采运维等工作。”6月1日，
民权县供电公司程庄供电所
所长马杰在营销工作群晒出
当天晨会开展情况，这也是
该公司近期开展的早晨会晚
汇报的一项重要工作。

据介绍，为了进一步提
升窗口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
和服务热情，全面落实供电
服务规范，民权县供电公司
自5月初启动了供电所“一
早一晚”管理机制，全面提升
供电所管理水平。“一早”即
是各个供电所利用每天上班
前的10分钟，召开一次供电
所晨会，重点检查一下上班
人员的着装是否规范，并安
排当天的重点工作任务，时
间不超过10分钟。“一晚”即
是各个供电所在每天下午5
时前，在营销工作群主动汇
报该所当日工作开展情况，
汇报内容以开展的工作为
主，语言精简，数字明确。

谋定而后动，“一早一

晚”制度的实施，不但让供电
所有了施展工作的抓手，也
起到了各所互相观摩学习的
效果。“以前供电所在管理过
程中，各个所有各个所的特
点，当然也都有各自的不足，
唯一弥补的办法就是组织各
所相互观摩，费时不说，还给
被观摩所加重了工作内容，
现在微信群晒出好的工作内
容，不但能学到别所的先进
经验，还能找到自身的工作
差距，提升效果相当明显。”
供电服务公司主任范保伟如
是说。

“以前汇报工作都是需
要到公司本部，还要找各级
领导的空隙，现在好了，有成
绩在群里亮，有困难在群里
摆，有些需要部门配合的决
策和举措，领导在群里就能
当场拍板，节省时间不说，还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程庄
供电所所长马杰谈起晚汇报
制也是深有感触。

下一步，民权县供电公
司将继续优化“一早一晚”管
理制度，将供电所管理再提
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商丘讯 5月28日，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干警们不惧酷暑积极开展
执行行动，通过网络司法冻结
促使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件
圆满执结，有效维护了申请人
胜诉权益。

据了解，原告周某与被告
邓某经媒人介绍相识，于
2019年11月6日在双方未办
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按
照农村习俗举办了结婚仪
式。同居前为缔结婚姻，原告
周某按农村风俗给付被告邓
某订婚礼 88000元、要好礼
( 大 礼)120000 元 、见 面 礼
2000元、敬酒钱2000元、改
口费 2000 元、上车礼 1600
元、肉折款7000元、女方待客
款3000元及四金（金手镯、金

戒指、金耳环、金项链）。举行
结婚仪式后双方发生矛盾，
2020年2月被告邓某回娘家
居住至今，多次沟通无果，原
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退回彩
礼。

法院经依法审理，判令被
告邓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返还原告周某彩礼人民币
135360元及四金首饰（金手
镯、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
驳回原告周某其他诉讼请
求。因被告邓某未在规定期
间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义务，原告周某向法院申请
了强制执行。

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干警依法向被执行人发出
执行通知书、财产报告令等相
关文书。执行干警多次联系

被执行人邓某，敦促其自觉履
行法律义务。被执行人邓某
均以各种理由一直推脱逃避，
拒不履行义务。

执行干警及时运用网络
执行查控系统查询被执行人
的银行开户信息和房屋情况、
车辆情况等，发现被执行人名
下账户中有足够可供执行的
财产。随后，执行干警立即将
被执行人账户内可供执行的
存款依法进行冻结，被执行人
邓某发现其账户被冻结后，慑
于法律威严，主动找到执行干
警要求履行义务。

在执行干警的耐心调解
沟通下，当天下午3时许，被
执行人邓某将 135360 元现
金及四金首饰当场交付给申
请人，此案得以圆满执结。

本报商丘讯 5月30日，
商丘市中心医院迎“六一”送

“诊”爱主题活动在商丘市绿
地公园举行，该院医护人员对
现场参加活动的孕爸孕妈进
行了育儿知识科普和育儿技
能培训，让不少“新手”爸妈学
到了育儿科普知识。据了解，
该院还在现场开展了免费义
诊等活动。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
你，温暖了四季……”当天上
午，随着商丘市中心医院医护
人员和孕妈孕爸律动歌舞《听
我说谢谢你》的响起，商丘市
中心医院迎六一送“诊”爱活
动正式拉开了帷幕。

“根据营养调查数据显
示，宝宝易缺乏维生素A和
D，这两种营养素摄入不足会
影响宝宝的骨骼牙齿发育、免
疫功能、造血功能等。”现场，
商丘市中心医院儿保科主任
焦新婷对新手爸妈详细科普
了幼儿应该如何对待维生素
AD的补充。

“宝宝发烧的时候，不能
用酒精擦拭身体，因为幼儿皮
肤比成年人薄，容易引起酒精
中毒……”商丘市中心医院儿
科主管护师潘亚丽还对小儿
发热时父母应该怎么样科学
正确处理做了详细讲述。

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在抱

自己的小宝贝的时候会不知
道应该怎么抱。现场，商丘市
中心医院护理部主任王丽给
新手爸爸妈妈们进行了科学
示范和讲解，让不少新手爸爸
感叹：“原来抱孩子还有这么
多学问，学到了。”

活动最后，还举行了有奖
知识问答、换尿片大赛、准爸
爸分娩阵痛体验等趣味活
动。在体验完1到10级阵痛
后，准爸爸赵东升感慨地说：

“我一直坚持到10级阵痛，就
是想提前感受下老婆分娩的
阵痛，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做妈
妈的真是太辛苦了。”

本报商丘讯 为全面贯
彻落实省、市卫健委党风廉
政建设会议精神，总结商丘
市中医院2019年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分析当前形势，明
确思路，部署2020年工作，5
月28日，商丘市中医院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商
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怀，商
丘市纪委监委驻市卫健委纪
检监察组书记崔洪轩，商丘
市中医院副院长张士兰、张
柏华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张
士兰主持。

会议上，张柏华从正确
把握形势，保持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政治定力；
坚持纪律挺在前，坚定不移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引向深入；压实两个责任，
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取得新成效三个方面向
与会人员传达了省、市卫健
委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
神。

接着，李德怀做总结发
言，他对2019年医院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进行
了总结和回顾，并对2020年
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
要求。他要求，要大力规范
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切实规
范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使用，
扎实开展以案促改工作，以
创先争优为目标，树立行业
良好形象，紧抓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领导责任。

会议现场，该院科室主
任代表还向李德怀递交了党
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

最后，崔洪轩传达学习
了中共商丘市第五届纪律检
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
的工作报告，部署2020年驻
卫健系统纪检监察组主要工
作。要求严格履行“两个责
任”，落实“一岗双责”。党建
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他希望大家
要认真贯彻落实好2020年
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任
务，在做好今年各项业务工
作的同时，将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本报商丘讯 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进一步促使在
校教师重视写字教学，培养学
生良好的书写习惯，5月 27
日，商丘市前进小学组织一至
六年级学生进行了“金色童年
书写经典”写字比赛。

比赛前，该校副校长徐晓
卉对学生提出写字比赛的规
格和要求，希望孩子们认真对
待本次比赛，写出自己的真水
平，展现自己的真能力。比赛
中，同学们满怀激情、专心致
志、认真书写，从横、竖、撇、
捺、起笔收笔，尽其所能地展
现自己的书写才能，从而看出
同学们平时坚持练习写字的
扎实功底，充分展示了前进学
子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
通过本次写字比赛活动，

增强了学生写规范字、用规范
字意识，培养了学生良好的书
写习惯和综合素质。

据了解，下一步，该校将
继续引导学生爱写字、写好
字，养成“提笔即是练字时”的
意识。同时，让学校的语言文
字规范化工作迈向新的台阶。

网络查控解难题 冻结账户追回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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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中心医院
举办迎“六一”送“诊”爱主题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海峰 陈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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