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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实习生 朱雷通 通讯员 贾红霞

本报商丘讯 为全面做
好精准扶贫，柘城县公安局
抽调43名民警组成两个驻
村帮扶工作队，分赴该县申
桥乡、安平镇开展“一对一”
帮扶工作。据悉，在让贫困
群众享受普惠帮扶政策的基
础上，该局还积极寻找发展
有特色的产业、项目，形成了

“发展一个、带动一片”的良
好局面。

据介绍，前几年，家住柘
城县申桥乡孙庙村的村民孙
连伟，由于身体多病加上家

中四个孩子上学，家庭经济
一度困难。柘城县公安局派
驻该村的第一书记梁点起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为其落实
教育扶贫措施，帮助其孩子
完成了学业。解了孙连伟的
燃眉之急后，驻村帮扶队员
联合村委会又帮助其承包流
转土地30余亩，帮助指导孙
连伟发展种植业，仅依靠这
一项，孙连伟年收入就达6
万余元。

该局在全面做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基础上，注重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让
驻村帮扶民警推动各项脱贫
攻坚政策有效落实落地的同
时，引导、带动贫困群众发掘
自身优势潜能，全面寻找脱
贫发家致富门路和途径，推
进高质量、可持续脱贫工作。

截至目前，柘城县公安
局帮扶工作队已帮扶稳定脱
贫406户，培养入党积极分
子10人、村级后备干部6名，
先后建立6个党员活动室和
村活动场所，引导贫困群众
开展项目帮扶12个。

本报商丘讯 近日，通过
巡线侦查、多日蹲巡，柘城县
公安局在打击跨境赌博专项
行动中，成功打掉一个为境
外赌博网站洗钱的团伙。据
不完全统计，该团伙为境外
赌博集团直接转账金额达
54万余元，公安机关现已冻
结涉案银行卡800余张，冻
结涉案资金600余万。截至
目前，该案共计抓获犯罪嫌

疑人8名，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之中。

据介绍，通过巡线侦查、
多日蹲巡发现犯罪嫌疑人鲍
某某伙同他人成立工作室，
通过上线办理营业执照后申
请大量支付宝账号并生成支
付二维码，利用支付账户二
维码为境外赌博网站洗钱。

民警当场抓获犯罪嫌疑
人4名，查获电脑5台、营业

执照15张、手机20余部、手
机卡20余张、银行卡10余
张。

经审查发现，犯罪嫌疑
人用60余个支付宝账号为
境外赌博集团收取赌资，再
将该赌资通过银行卡汇总，
然后化整为零流入由互联网
赌博网站提供的大量银行卡
账户里，以收取境外赌博集
团佣金。

本报商丘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
深化“一村（格）一警”警务战
略，全力推动“五零”平安村居
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商丘市公
安局中州分局积极作为，凝心
聚力，以“四个坚持”为统领，
纵深推进“五零”（即零发案、
零事故、零非访、零黑恶、零黄
赌毒）平安村居创建，营造平
安、和谐、稳定的治安环境，不
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和满意度。

该分局紧紧围绕“零发
案”的工作目标，严格落实“警
灯常亮、警车常见”的巡逻机
制，不断强化重点区域、重点
路段的巡逻力度，加强巡逻防
控。同时由社区民警牵头，积
极发动物业、门卫、治安积极
分子等群防群治力量，共同开
展基础防控工作，形成警民携
手、联动发力的基层防控新格
局，为实现辖区“零发案”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一村（格）一警”、
“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该分
局充分发挥社区警务室作用，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村居、社
区、商铺，主动对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经济纠纷、劳资纠

纷、邻里纠纷、家庭纠纷等矛
盾问题进行走访排查化解，最
大限度把矛盾解决在初始阶
段，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阶
段，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村、矛
盾不上交”、信访积案全部清
零的“零非访”工作目标。

同时，按照“防范在先、发
现在早、处置在小”的工作方
针，组织民警重点对辖区内各
企业、商铺、网吧、宾馆持续开
展安全大检查，对检查出的隐
患责令限期整改，并向场所负
责人宣传安全防范知识，以

“准备到位、检查整改到位、宣
传教育”到位的“三个到位”，
确保辖区各场所安全经营，努
力实现辖区“零事故”。

据了解，该分局始终保持
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
打击态势，坚持“露头就打、打
早打小”的原则，紧盯侵财类、
黑恶势力、黄赌毒等违法犯罪
活动，重拳出击，同时鼓励群
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黄赌毒
等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努力将
违法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状
态，严防坐大成势，实现辖区

“零黑恶”、“零黄赌毒”的良好
治安环境。

民权县供电公司：
梳理问题清单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杨玲玲

本报商丘讯 11 月 26
日，民权县供电公司组织相关
部门责任人对在安全巡查中
反馈的问题清单进行全面梳
理，并展开讨论，按照“找问
题、促整改、求实效、促发展”
的工作要求，有序推进问题清
单梳理工作，全面提升公司安
全管理水平。

据悉，为进一步推进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民权
公司全面梳理安全生产工作
中存在的薄弱点和短板，深挖
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以安全生
产问题为导向，列出制度措施
和问题隐患“两个清单”，其
中，制度措施清单主要涉及对
国家、国网公司及省公司相关
安全生产制度、措施条文学习
不够全面等问题；问题隐患清
单以电网安全、设备安全、人
身安全、消防安全、农配网工

程建设施工管理、营销安全、
信息通讯等方面为整改的重
点，列出问题清单，分类汇总，
并对照清单制定合理有效的
整改措施。

此外，该公司结合安全生
产现状，广泛收集一线员工在
安全生产、施工作业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查找列出安全工
作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利用周
例会、生产例会、安全分析会
等形式，将征集到的诉求集中
诊断，专题讨论，抓整改落实，
及时查漏补缺，提升安全管理
水平。

该公司成立问题清单梳
理整改领导小组，明确责任，
细化工作任务和时间节点，强
化过程监督，严格按照进度推
进，确保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
动取得实效，进一步提升公司
安全管理水平。

主动作为
创建“五零”平安村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魏天庆

柘城警方打掉一个
为境外赌博网站洗钱的团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陈建伟

柘城县公安局：
“扶贫扶志扶智”激发内生动力助脱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通讯员 王哲

本报商丘讯 11 月 29
日，由商丘市中西医结合学
会、商丘市中医药学会、商丘
市医学会主办，商丘市中医
院承办的“第二届豫东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年会”在商丘
市举行。

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
院院长刘香弟，北京安贞医
院心内科主任张新勇教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
科主任邱春光教授，河南大
学附属淮河医院院长程冠
昌，南丁格尔奖获得者、柘城
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宋
静，商丘市卫健委调研员宋
勇，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
怀，商丘市中医院副院长张
士兰，商丘市中医院心内二
科主任吕国伟，以及商丘市、
各县区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
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
怀代表该院党委班子成员以
及全院干部职工，对大会的
召开表示祝贺，李德怀在致
辞中表示，商丘市中医院作
为综合性三级中医医院，多

年来，医院坚持走“中医走前
沿，西医要过硬，中西医并
重”的发展之路。医院随着

“医疗联合体”的成立、“首都
名医工作室”的建立、“国医
大师”石学敏院士工作站的
落户、河南省远程会诊系统
的运营以及新门诊大楼的投
入使用、新院区的开工建设，
医院发展进入快车道，同时
医院以创建三级甲等中医院
为契机，增强社会影响力。

李德怀希望通过这次论
坛大会，互相学习，广泛交流
合作，促进心血管病预防、中
西医结合诊断和治疗的发展
提高，为商丘市中医、西医心
血管病研究工作人员提供一
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商丘市卫健委调研员宋
勇表示，近年来商丘市卫健
委加快推进医疗机构的发
展，提升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高商丘市民的健康福祉，而
中医药作为中华医学瑰宝，
应用于心血病防治已有几千
年历史，在心血管病的治疗
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入

发掘中医药宝库精华，充分
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同时
整合现代医学发展的方法与
方向，推进中西医有机结合，
对于心血管病的防治具有重
要意义。这次学术研讨会，
通过分享和交流各位专家多
年的学术前沿成果，必将推
动商丘市心血管病诊疗水平
的前进步伐，必将为各地各
基层医疗单位发展心血管病
诊疗提供借鉴，从而为人民
群众健康事业发展做出积极
的贡献。

据悉，本次大会以“中西
融合，治心护心”为主题，汇
聚国内心血管领域的众多专
家以交流最新、最快、最权威
的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防治
技术与进展为宗旨，就中西
医结合心血管病基础和临床
研究、心血管病领域新技术
和新方法应用等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并邀请国内在这一
研究领域具有较深造诣的多
名中西医心血管病专家共同
研讨。

中西融合 治心护心
“第二届豫东中西医结合心血管年会”在商丘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