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 阎嗣昱 美编 孟萌

河南 时讯AⅠ·14

本报商丘讯 1月12日下
午，商丘市中心医院组织开展
了“接诊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处
置流程应急演练。商丘市中心
医院院长蒋家东，商丘市中心
医院业务院长纪河岭，商丘市
中心医院副院长孟祥及医院相
关科室人员参加演练。

模拟演练中，“患者”进院

前扫描疫情防控码，预检分诊
护士为其测量体温，并指导其
正确佩戴口罩，为“患者”进行
核酸检测以及CT检查，引导

“患者”到发热病人留观室进
行观察，组织院内新冠肺炎防
控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研判、会
诊，根据病历资料及相关检查
结果，同意“疑似新冠肺炎临

床诊断”。
据介绍，该院将演练作为

模板有效地预防、控制医院感
染的发生，积极应对可能发生
的医院感染新冠肺炎疫情的
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冠
肺炎病毒在院内的传播和扩
散，从实际上保障广大就诊患
者和医务工作者的身体健康。

本报商丘讯 近日，来自
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大侯
村的村民来电反映，现在已经
停水几天了，但是临河店乡水
厂的工作人员让村民自费维
修阀门。村民想知道损坏阀
门维修的费用是否需要自费，
烦请相关单位核实处理，尽快
给予村民回电。

睢阳区12345便民服务
热线接到该诉求人工单后，高
度重视，立即行动，随即派出
水务局分管临河店水厂负责
人前往调查，经过现场核实，
查明是该村用户为维修自家

水管私自关闭该村总水闸时
操作不当导致的水闸损毁。
经过睢阳区12345马上办便
民服务热线的督促协调，水厂
工作人员在没有收取任何费
用的情况下为村民完成了换
闸工作，并立即恢复了供水。
同时也告知群众要爱护公共
财产，今后不要私自关闸，以
免造成水闸损毁，影响群众用
水，在确需关闭总闸的情况下
要及时告知水厂，水厂将安排
专业人员进行操作。

在事后回访中，水厂负责
人向诉求人解释清楚事情原

委，诉求人在听到水厂负责人
的解释说明后表示非常理解，
并表示将会与工作人员共同
监督爱护村里的公共财产。

2020 年，睢阳区 12345
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共接收
市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
线13752件，截至2020年12
月 31日结案12847件，满意
度99.19%。下一步，将不断
提升服务水平，创新工作，切
实打通各级各部门抓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努力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
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本报商丘讯 春节临
近，为确保辖区治安秩序的
持续稳定，商丘市公安局东
方派出所以“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为引领，根据岁末年初
发案特点，组织专班综合研
判，实施精准打击，始终保持
对各类违法犯罪高压严打态
势。并组织开展巡逻管控工
作，强力打击加事前防范，为
辖区群众创造了安全稳定的
治安环境。

2021年1月份，商丘市
公安局东方派出所再次召开

“平安守护”推进会，会议由
商丘市公安局睢阳分局副局

长刘德勤主持召开，会议细
化了“平安守护”考评细则，
全体民警以高昂的斗志，全
身心投入到“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中，连续掀起严打高潮。

针对重点区域发案特点
进行重点巡逻,东方派出所
巡防大队随时履行受理群众
报警求助、处置巡逻区域出
现的突发案事件、动态预防
打击违法犯罪等任务,成为打
击犯罪、遏制各类案件发生的
前沿阵地,使广大人民群众切
身感受到警察就在身边,安全
常伴左右,有效震慑了违法犯
罪,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

本报商丘讯 2020年12
月29日下午，商丘市消防救援
支队全面开展救援专业队编
队集结、车辆装备点验和现场
拉动演练等科目。商丘市消防
救援支队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
援专业队共有60人、10辆救援
车辆，配备装备器材和保障物
资956件套。当天上午商丘市
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邵光对拉
动情况实地进行了检查指导，
副支队长徐建征陪同检查。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
长邵光详细听取了此次低温雨
雪冰冻灾害应急专业队拉动演
练筹备情况，实地察看了人员
集结、装备点验、器材演示等科
目内容。邵光强调：商丘市消
防救援支队全体指战员要全力

以赴做好处置低温雨雪冰冻灾
害事故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完
善专业队建设和装备配备的基
础上，加强装备应用操作、战术
训练和积极避险等作战安全训

练，结合辖区灾害事故特点联
合社会联动力量开展多灾种应
急救援演练，充分做好“全灾
种、大应急”准备工作，确保随
时拉得出、打得赢。

本报商丘讯 1月 17日
上午7时45分，商丘市消防
救援支队睢阳区大队指挥中
心接到报警称：高辛镇李楼
村有人落井被困，情况十分
紧急。接到报警后，睢阳区
大队产业聚集区消防救援站
指战员立即出动前往现场进
行处置。

8时20分左右，消防救
援人员到达现场，由于现场
围观群众较多，救援人员立
即协同现场民警对周边围观
群众进行疏散，并进行警
戒。经询问得知，被困人员
为一名60岁左右的老人，并
患有老年痴呆病，自己不慎
坠落井中，在井下10米左右
位置，老人只有头部和半个
肩膀露出水面，抓着绳子不

停地哆嗦。
由于老人被困井下已经

有一段时间，加之天气寒冷
（当日最低温度为零下5摄氏
度），如不及时营救老人将会
有生命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现场指
挥员立即向井内投放氧气
瓶，以保证被困老人的氧气
供给，同时命令一名体格较
小的消防员穿戴好防护装备
下井救援，在其他人员的辅
助下携带救援绳索、腰带采
用倒挂金钩的方式头朝下下
入井内，8时30分许，在确认
老人被绳结固定后，井上的
人员合力将老人拽出井口，
被困老人被成功救出，并交
由现场医护人员做进一步检
查。

本报商丘讯 1月 16日
上午11时26分，商丘市睢阳
区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接
到报警称：商丘市香君路与
中州路一民房发生火灾。接
到报警后，北海路消防救援
站立即出动消防救援力量前
往现场。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
立即对火灾现场进行侦查，
发现居民楼四楼东侧阳台位
置有浓烟散出，通过对周围
群众询问了解，得知一位七
旬老人蒸馍时不慎起火，被
困屋内。

情况紧急，现场指挥员

立即下达救援指令，警戒组
对现场进行警示管控并疏散
周围群众，4名消防救援人员
上楼进行灭火作业，消防救
援人员首先利用室内消防栓
进行扑救，并对被困人员进
行搜救。

通过搜索发现，老人被困
位于阳台位置，由于吸入了大
量浓烟，加之受到过度惊吓，
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救援人
员迅速将老人背起，沿疏散楼
梯背至楼下，并交由现场医护
人员做进一步检查。

目前，被救老人已无大
碍。

本报商丘讯 连日来，商
丘市睢阳区消防救援大队全
方位、多角度扎实开展消防宣
传活动，全力营造浓厚消防宣
传氛围。

在社区和消防宣传人员
联合物业负责人对小区内电
动车、私家车是否存在占用、
堵塞消防通道及电线充电现
象进行排查。同时通过在社

区、小区设置消防安全宣传
栏、橱窗，向社区居民讲解家
庭火灾特点等。在企业，消防
宣传人员向参训员工讲解火
灾的基本知识、如何逃生、遇
到紧急情况如何正确报警等
方面的知识，使企业员工零距
离感受消防。在家庭，消防宣
传人员挨家逐户向居民提醒
安全用火、用电、用气，严禁在

门前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违
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等行
为。在农村，消防宣传人员联
合乡镇派出所、乡镇街道开展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针对冬季
村民用火、用电、用气，定期组
织民警、消防志愿者深入村民
家中，帮助村民查找家中的安
全隐患，向村民普及日常防火
注意事项。

商丘市睢阳区：
“12345”便民热线来电满意率达99.19%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蒋子严

开展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援演练
做好“全灾种 大应急”准备工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梁旭 文图

商丘一六旬老人坠入深井
消防员倒挂金钩成功营救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孔宇 李宏鹏

高压严打态势
创造安全稳定治安环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裴军伟

老人蒸馍时不慎起火
消防员火场背起老人下楼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黄炎

商丘市中心医院
开展“接诊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就诊处置应急演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商丘市睢阳区消防救援大队
打造消防宣传“全民模式”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梁旭

商丘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救援专业队拉动演练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