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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7 月 20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
者从民权县供电公司获悉，
该公司在承办2020年民生
实事工程上受到民权县委
县政府通报表彰。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
民权县公司在省、市公司的
领导下，克服疫情防控的影
响，强化责任落实，始终认
真贯彻“四个服务”宗旨，锐
意进取，奋力攻坚克难，坚
持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不断
增强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
升服务品质，全力服务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

今年民生实事工程配
网改造项目总投资 724.3
万元，共涉及2个批次9个
行政村，累计新建（改造）
10千伏线路5.47千米，新
建（改造）0.4 千伏线路
25.87千米，新增、改造配电
变压器20台，总容量6400
千伏安。

该民生实事工程于 4

月5日开工，6月24日全部
竣工，为确保工程施工进
度，该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
为组长的为民办实事工程
领导小组，共组建8个施工
队参与为民办实事工程施
工，各施工队在克服疫情、
天气和施工条件等诸多困
难，抓晴天抢雨天，狠抓工
程质量和文明施工、安全施
工。目前，9个行政村配电
网改造施工已全部完成，农
村电网安全性、可靠性得到
明显改观，从根本上满足了
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发展的
用电需求，为农村社会经济
发展和人民生活生产需要
提供了坚强的电力支撑，在
全市民生实事进展情况通
报中，排名领先。

下一步，民权县供电公
司将结合全县经济发展需
求，在《民权县“十四五”配
电网规划》编制的基础上，
持续优化网架结构，做好全
县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小型货车违规运输氧气钢瓶26罐

“移动炸弹”及时被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实习生 陈怡然 通讯员 刘传海

本报商丘讯 7月14日上
午，商丘市虞城县一货车司机
拉着装有氧气的26罐氧气瓶
上高速公路，因故障停在济广
高速公路商丘市境内被商丘
高速交警及时发现，消除了一
起交通安全隐患。

据商丘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高速大队七中队中队长李
勋介绍，当日上午11时许，他
带领民警刘通等巡逻至济广
高速商丘新区南站时，看见一

辆号牌为豫NK6***号的轻型
货车停在路边，车后方150米
外放着一个三角警示牌。

民警见状，遂上前询问情
况。司机告诉民警，他姓何，
是虞城人，他驾驶小货车刚上
高速后，水箱烂了，车子不能
前行。民警问及车上拉的物
品时，何某说“氧气罐”，从商
丘市建设路某气站充满后准
备送往虞城县杜集卫生院使
用。民警揭开盖在上面的薄

塑料布后，车内竟装有26罐
氧气瓶。当民警查询该车能
否具备资质时，何某哑然无
语。

民警当即对该车发生故
障帮助，何某联系施救部门予
以施救，并对其违规运载危险
品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驾驶
证记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并责令其修好车后联系有运
输资质的人员和车辆转运这
26罐氧气瓶。

本报商丘讯 为加强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富社区
未成年人文化生活及假期生
活，增进朋友、同学间的友
谊。7月19日上午，商丘市梁

园区长征街道办事处开展未
成年人围棋友谊赛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66
名未成年人参加了比赛，围观

群众100余人，志愿者12人，孩
子们个个全神贯注，专心致志
地排兵布阵，以饱满的热情和
高度的积极性全身心投入到比
赛当中，比赛过程中高潮迭起，
赢得观众阵阵喝彩。在激烈的
角逐中，赛出了友谊，赛出了水
平，赛出了风格。比赛现场掌
声、喝彩声不绝于耳，掀起了一
次又一次高潮。

活动结束后，为孩子送上
了一份份精美的礼品——水
杯和碎碎冰。通过友谊赛活
动的开展，给未成年人提供一
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为丰富辖
区内未成年人的日常文体生
活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他们
通过这些活动结识了更多的
小朋友，满足了孩子们的精神
文化需求。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商丘
市睢阳区坞墙镇用足用活提质
提效这把宝剑，坚持从小事入
手、从日常抓起，狠抓镇村党员
干部工作纪律提升工作效能和
履职形象。

利用每天点名前 10 分
钟、党员干部微信群、党员主
题日、三五工作日等活动，认
真学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省市
区脱贫攻坚等有关会议精神，
不断提升综合素质、提炼工作

本领、提高履职能力。结合实
际，对全镇日常学习、考勤、考
核等工作制度再健全，优化管
理方式、强化管理水平。实行
每月考评、年终总评的方式，
更加注重过程管理和实绩考
核，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适应
岗位，提升办事效率、提高工
作效能。

始终要求干部将“服务”理
念贯穿工作始终。以镇便民服
务大厅和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平

台，积极提升服务理念、转变服
务方式。结合脱贫攻坚等重点
工作，走村入户访民情、听民
意，积极主动解民困、暖民心，
不断拉近干群关系。

同时，要求干部职工人员
到位、思想到位、状态到位，树
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好干部形
象。镇纪委不间断组织督查巡
察，严格处理、严厉打击干部违
规违纪等行为，在全镇营造风
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本报商丘讯 7月11日
上午，家住虞城县利民镇乔
庄村的83岁老人乔申（化
名）及家人怀着感激的心情
将一面写有“医德高尚暧人
心、医术精湛传四方”的锦
旗送给商丘市中心医院外
二科副主任医师彭进泉和
全体医护人员的手中，感谢
彭医生及全体医护人员对
自己的悉心照顾与热情服
务。

据介绍，四个月前，病
人乔申因前列腺增生并尿
潴留入住，当时该病人排尿
困难，夜尿每晚10~12次之
多，后因病情加重留置导尿
管，因患有脑梗塞后遗症和
高血压等内科疾病长期坐
轮椅，辗转该市多家医院
后，经病友介绍慕名来到商
丘市中心医院。

入院后，商丘市中心医
院外二科彭进泉副主任医
师带领泌尿外科团队针对
该患者高龄合并脑梗塞后
遗症的特点进行了病历讨
论，考虑患者年龄较高，并
患有脑梗塞后遗症，长期轮
椅代步，心、脑等重要脏器
功能储备差，术中术后随时
可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

严重时可出现多器官功能
衰竭，危及生命。

经过与其家属的充分
沟通后，彭进泉在经过制定
详细周密的手术计划后，决
定在今年 3月 4日进行手
术。在手术室、麻醉科密切
配合下，彭进泉率领彭展等
多位医师成功为该高龄患
者完成了40分钟的前列腺
电切手术，术程顺利，术后
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恢复良
好，于3月10日痊愈出院。
出院后的老人始终惦记着
要当面感谢彭医生及科室
医护人员对他的精心照顾。

据了解，彭进泉是该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河南
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
员，商丘市泌尿生殖肿瘤分
会副主任委员，擅长泌尿系
肿瘤，肾、输尿管结石及前
列腺增生的微创治疗，曾发
表国家级论文十余篇，获商
丘市科技成果二等奖；参加
工作以来始终战斗在一线
岗位，在工作中兢兢业业，
秉承着“行医人诚信担当，
敬业勤奋爱心装 ，为了患
者身体健康，医者仁心时刻
不忘”的宗旨，得到广大患
者的认可和好评。

本报商丘讯 商丘市中医
院作为商丘市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的附属中医院，定期开展
学生实习工作。7月18日上
午，商丘市中医院科教科顺利
进行了接收学院的护理、医
技、临床等专业的88位实习
生来该院实习报到工作。

该院高度重视此次学生
实习工作，该院副院长张柏华

接待了新来的实习生并于门
诊楼4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了
欢迎会议。

张柏华首先介绍了商丘
市中医院的基本情况，并从
自身经历及具体临床案例教
导学生们在实习过程中，尊
敬师长、关爱病人、努力学
习、认真做事，出色地完成毕
业实习任务。他说，毕业实

习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独立工
作能力的重要环节，是完成
总体培养目标的最后阶段和
保障医疗资源的关键节点，
更是培养更多优秀医生的重
要保障。同时，他对同学们
提出了殷切地期望，并预祝
所有学生们在商丘市中医院
实习期间学有所成。

66名孩子在干啥？原来正进行围棋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高莹莹 文图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全神贯注应赛。

商丘市睢阳区坞墙镇：

多举措抓纪律提效能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贾岭山

一面锦旗 一片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商丘市中医院召开实习生欢迎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曦

民权县供电公司：

民生实事工程获
政府通报表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萌萌 通讯员 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