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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商丘讯 近日，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肝胆外
科二病区顺利通过国际肝胆
胰协会中国分会ERAS专业
委员会和湖北陈孝平科技发
展基金会联合发起的“肝胆外
科ERAS标准病房”评审，被
授予全国“肝胆外科ERAS标
准病房”称号。该院外科党总
支书记、胃肠肝胆外科二病区
主任朱运海、护士长张晶晶受
邀参加会议并接受授牌。

据介绍，该院胃肠肝胆外
科二病区自2018年以来就严

格按照标准，积极创建ERAS
标准化病房，并于2019年12月
获“河南省外科ERAS临床学
院分中心”授牌。其加速康复
外 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是近年
来发展起来的外科围手术期处
理创新理念和治疗康复模式，
是围手术期创新理念和治疗康
复的多模式管理，能最大限度
减少手术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应
激反应，不仅能让病人早下床、
早进食、早出院，还能降低手术
并发症的发生率，加速康复外

科的应用，让病人康复速度加
快、住院时间缩减、治疗费用降
低、护理质量提升，不仅能让病
患心理轻松，痛苦减少，还能减
轻医护人员的负担，有利于缓
解目前紧张的医疗资源。

据悉，该院胃肠肝胆外科
二病区在全省地级城市医院
中率先通过全国“肝胆外科
ERAS标准病房”的评审并获
得授牌，标志着商丘市第一人
民医院ERAS标准化病房的
建设已步入全省乃至全国先
进行列。

全国肝胆外科ERAS标准病房花落谁家？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肝胆外科二病区喜获授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张晶晶

本报商丘讯 随着冬季到
来，各地疫情处于零星散发状
态，防控工作一刻也不能放
松。为全力防范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的反弹，保障居民群众
生命安全，11月16日，商丘市
睢阳区古宋街道办事处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现在疫情防控已经常态
化，大家出门一定要佩戴口罩

……”在书苑社区广场上，工
作人员正在向群众发放《家庭
疫情防控明白纸》、《公众个人
疫情防控明白纸》、《进口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明白纸》等宣传
资料，并嘱咐大家要仔细阅读、
注意防控。同时，工作人员也
进行了舆论的科学引导，敦促
居民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从自身做起，保持积极健康的

心态，发挥社会正能量，调动主
观能动性，理解并配合工作人
员，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今天是疫情防控常态化
工作宣传活动第一站。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
度，切实提高辖区群众知晓
率，增强科学防范意识，营造
浓厚的防控氛围。”古宋街道
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赵晨

加强宣传引导 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本报商丘讯 为提高全
校师生遇到突发火灾后的
自救能力，确保师生的生命
财产安全，使全校师生熟悉
本校逃生路线，有序、快速
地安全疏散，近日，商丘工
学院附属兴华学校全体师
生在新校区开展了消防安
全演练活动。

演习开始前，各班级组
织开展了消防演练培训班
会，指导学生遇到突发情况
的应对方法，观看了商丘市

教体局主办的2020年中小
学生“119”消防安全教育专
题网络视频，同学们认真聆
听，感受深刻。

接着，学校消防安全工
作人员对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做详细介绍，并挑选学生实
际操作，同学们受益匪浅。

据了解，此次消防安全
演练活动在该校各位领导
的指挥及全体师生的认真
配合下安全有序地进行，取
得了圆满的成功。

消防安全进校园
灭火技能人人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陈晓彤

本报商丘讯 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商丘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判执行工作推进会
精神，有效提升审判执行工
作质效，11月14日上午，睢
县人民法院组织召开今年
第十二次审判执行工作推
进会，听取各审判执行团队
重点质效指标完成情况，并
就近期审判执行工作做出
安排部署。该院党组书记、
院长秦立莹，班子成员及全
体法官参加会议。

秦立莹就当前审判执
行工作重点提出四点要
求：严格按照商丘市中级

人民法院部署要求，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切实增强
使命感和紧迫感，多办案、
快办案、办好案；认清形
势，补齐短板，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推进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尽职尽责，层层压实工作
责任，各个审判执行团队
要树立团队合作意识，明
确责任分工，协力完成审
判执行任务；加强纪律作
风建设，严格规范司法行
为，廉洁司法，进一步提升
司法公信力，推动全院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睢县法院召开
审判执行工作加压推进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梁锦学 张菡

本报商丘讯 民权县人民
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坚持问题
导向，对涉黑涉恶执行财产，
本着“清财见底”的原则，倒排
工期，通过“打财断血”助力社
会稳定。

2016年12月，位于民权
县高铁站广场附近的一处项目
开工建设。2017年7月，建设
单位主要负责人王某因涉黑被
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公司账户
资金被查封，随后，王某因涉嫌
犯罪被批准逮捕。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随着王某的落网，
小区建设工程从此停工，成了

“烂尾楼”，导致600多户业主

切身利益受到损害，6000万元
工程款遭到拖欠，数百名建筑
工人工资没了着落。

在扫黑除恶工作中，民权
法院不仅重视依法严惩黑恶
势力犯罪，也注重在“打财断
血”过程中对被害人、案外人
以及企业合法经营等的保
护，确保企业合法经营不受
影响，个人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

为妥善解决该项目建设和
销售中存在的遗留问题，在该院
党组书记、院长邢宝书的建议
下，民权县成立了项目遗留问题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该

项目因停工造成购房户、承建
商、建筑工人的信访稳定及工程
复工工作。

工作组成立以来，采取先易
后难、统筹安排、分批处置的方
法，确保依法、公正、高效进行。
该院还依据审计报告及时划转
被冻结的业主购房款3000万
元用于项目复工建设。

目前，涉案小区已更名，
其中，1、2、5等11座楼已具备
交房条件，部分业主已经入
住，其余楼盘正在加紧施工。
小区内绿化、亮化、硬化、燃
气、热力等附属工程正稳步推
进，从而确保了社会稳定。

民权县法院“打财断血”助力社会稳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李宁 刘雪豪

本报商丘讯“谢谢你们
来给我们上门服务，及时为
我们消除隐患，让我们后期
生产无忧。”11月12日，民权
县供电公司南华供电中心员
工到南华产业集聚区进行走
访，倾听客户意见，为客户排
除安全隐患，鼎好包装负责人
再次对供电员工表示感谢。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及时倾听客户意见与建
议，充分把握市场形势与客
户需求，进一步提升供电服
务水平，民权县供电公司开
展入冬前客户大走访活动，
在走访过程中，南华供电中
心员工与企业负责人进行座
谈，倾听客户对流程办理、电
力供应、优质服务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了解客户当前
生产情况及供电的需求状

况，向客户讲解网上办电的
趋势，并通过手机手把手向
客户介绍“网上国网”办电流
程及缴费等业务，同时，积极
宣传冬季安全用电，避免引
起电气火灾。”

在走访过程中，公司员
工对客户的变压器、输配电
线路及配电设备的接地线和
对自备应急电源、漏电保护装
置等用电设备进行了仔细排
查，不漏掉一处细微的地方，
对能及时处理的安全隐患当
场协助消除，得到客户的一致
好评，进一步提升了客户的
电力获得感和美誉度。

截至目前，该公司走访
客户12家，为客户消除隐患
5处，解决用电难题3个，进
一步提升了客户安全用电意
识和安全管理水平。

民权县供电公司
走访客户提升客户获得感

本报商丘讯 11月13日，
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工作人员
深入到该县皇集乡军胡村，与
村干部和村民一起围坐在小
板凳上，宣讲存款保险、普惠
金融、信贷扶贫、防范非法集
资、维护征信记录等金融知
识，这是该行以开展“金融知
识进乡村”活动为抓手，提升
乡亲们的金融素养，维护农村
金融市场稳定，激发乡村振兴
活力的积极探索。

皇集乡一直以来金融服
务相对薄弱。柘城黄淮村镇
银行按照县人民银行的统一部
署，决定以板凳小课堂的形式

在皇集乡全方位地开展以存款
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公众金融知
识普及和普惠金融服务。

为把板凳小课堂办得更
加接地气，更加有效果，该行
抽调了业务经验丰富、理论知
识扎实、有一定讲解水平的同
志组成宣讲团，并在皇集乡党
委政府的配合下，从全乡14
个村委会选拔了 43 个威望
高、热心公益事业的乡贤和村
干部为存款保险明白人，并举
办了存款保险明白人培训班，
通过存款保险明白人走村串
户的宣传，让乡亲们真正明白
存款保险的作用和意义。同

时还印制了16条宣传条幅、
14块宣传展板、50本《存款保
险知识汇编》、3000张存款保
险明白卡、4000张宣传折页
发放到各村委会和广大乡亲
们手中。

在板凳小课堂上，该行工
会主席刘洪昌认真解读了国
务院2015年 5月1日起实施
的《存款保险条例》。

板凳小课堂结束后，柘城
黄淮村镇银行副行长王利红
表示：柘城黄淮村镇银行今后
将始终坚守支农支小初心不
动摇，实现板凳小课堂在皇集
乡14个村委会的全覆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黄淮宣

乡村板凳小课堂 宣讲惠民大道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杨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