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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开展公益拍摄活动

“最美百张全家福献礼建党100周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刘丽霞

本报鹤壁讯“一、二、三，
示范区美不美——美！我们
的生活甜不甜——甜！”2月5
日，在淇水湾街道姬庄村，随
着摄影师恰到好处地按下快
门，一张张其乐融融的幸福画
面被永久定格。为推动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开展，进
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
动和激励作用，鹤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组织宣传工作部
组织摄影志愿者深入辖区基
层乡村，开展“最美百张全家
福 献礼建党100周年”公益

拍摄活动，为即将到来的新春
佳节带来一份别样的喜气。

拍摄现场热情洋溢，社区
文明家庭代表李志中携全家
14口人来“蹭照”，坐在镜头前
的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活
动现场，示范区志愿者还为社
区居民赠送了春联、防疫知识
宣传册和抽纸、鹤壁市民文明
公约购物袋等宣传品，深入宣
传文明城市创建、家风文化、
疫情防控科普知识，积极助力
社会和谐、家庭幸福。

此次公益拍摄活动聚焦

“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为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共产党
员、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乡
村光荣榜等最美系列人物免
费拍摄“全家福”100幅，并在
第一时间将打印好的照片赠
送给他们，不仅是对社会新风
正气的肯定和褒奖，也在社会
上树立起爱党爱国、助人为
乐、尊老爱幼、妻贤子孝、建功
立业新时代的良好风气。通
过这一份特殊“年礼”，向社会
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本报鹤壁讯 2月 4日上
午，淇县人民法院组织开展节
前慰问贫困户送温暖活动，三
个扶贫工作组到崔庄村、七里
堡村、董桥村，为贫困户送去
米、油等生活用品，并送上新

年祝福，把党的温暖送到基层
困难群众心中。

慰问中，工作组认真听取
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鼓励
他们要自立自强、乐观生活，
要依靠各项惠民政策，巩固扶

贫成果，努力过上更好的生
活。该院将扶贫工作作为当
前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牢
抓出实效，在全体干警的不懈
努力下，40余户贫困户已全部
脱贫。

淇县法院
走访慰问贫困户 真情实意暖民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王嘉

韩士祥：平安路上护航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陈晓颖 蒋玉河

本报鹤壁讯 在川流不息
的城区道路边，在交通繁忙的
十字路口，无论是严寒酷暑，还
是刮风下雨，经常可以看到一
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民
警，身姿挺拔，一丝不苟用标准
的手势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车
流，他就是浚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中队长韩士祥。岁月如歌，拼
搏奉献从不说累，恪尽职守无
怨无悔，他在街头指挥交通，一
干就是二十年。

头顶警徽，满怀赤诚，有人
说这是很枯燥的工作，韩士祥
却认为是一种责任，他只有一
个信念，愿做百姓平安路上的
护航人。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韩士
祥总是在路上，白天他指挥交
通任凭汗水湿透衣衫，晚上他
值班巡逻，警车里总是带着些

反光锥，路边有停靠的大车，他
细心地在大车后面放上一只反
光锥。他说夜里天黑，小车如果
车速过快，容易追尾停靠的大
车。多放一只反光锥，就多一分
安全，每一个车祸背后都是一
家人的不幸，从警二十多年韩
士祥心里时时刻刻装着百姓。

每一次交通纠章执法中，
韩士祥总是先敬礼后问好，平
和礼貌地向违章者 讲解遵守
交通规章的重要性，入情入理
的分析，耐心细致的讲解，让违
法者心服口服地接受处罚。

为了完成污染防治的任
务，全省范围内治理淘汰黄标
车，全县需要淘汰治理的黄标
车1223辆，数量大任务重。韩
士祥接受任务后，反复叮嘱班
组人员，要注意工作方式和工
作态度，真正做到文明执法。他

记不清用自己的手机打了多少
电话，苦口婆心地做黄标车主
的工作，遇上车主生气不理解，
他亲自登门劝说，为了能找到
车主，韩士祥天一亮就出发，误
了吃饭时间就在路边摊吃碗
凉皮，啃口烧饼，喝口水。有车
主说，韩士祥警官这样贴心入
微地做咱百姓的工作，咱哪里
好意思继续违法。韩士祥用真
心换真心，赢得了百姓的理解
和支持，经过连续三个月的工
作，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
务。

由于常年奔波在工作一
线，韩士祥的脸夏天晒得脱皮，
冬天冻得双手皲裂，皮肤看起
来黝黑粗糙，别人笑韩士祥黑，
群众却说，他们喜欢脸黑的韩
警官，因为他是大伙儿日常出
行平安路上的护航人。

鹤壁启用4G传输酒精检测新设备
开展酒醉驾整治行动
□谷武民 安立军 鲍胜利 廉玲

本报鹤壁讯 为深入推进
“减量控大”“平安守护”专项
行动 ，预防较大事故发生，保
障春运期间道路交通通行安
全，2月5日晚鹤壁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按照《2021年全省公
安机关春运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工作方案》和“大清查大巡
防大整治”“酒醉驾整治常态

化”“危化品车交通安全整治”
“全省国省道交通安全管理专
项整治行动”等要求开展“酒
醉驾整治统一行动”，加大对
酒醉驾等严重违法行为整治。

此次酒醉驾整治统一行
动交警支队启用4G传输酒精
检测新设备，实时检测数据及
人脸图像将直接传入监督平

台，后台数据会及时被指挥中
心、法制、督察部门掌握，新款
酒精测试仪，实时后台上传数
据，使交警执法更加公开、公
正、公平，杜绝人情漏洞，同时
也保护了当事民警。下一步，
此酒精检测新设备将在鹤壁
市内全面推广应用。

上班途中
他冲进火灾现场救出被困孩子
□谷武民 安立军 任晓松

本报濮阳讯 1 月 27
日，一位来自老水厂家属院
姓张的大哥来到南乐农商
银行寺庄支行，将一面印有

“相救之恩重如山 救火之
情深似海”的锦旗送到了该
行员工万晓彬的手中，对他
表示感激之情。

据了解，2020年12月
7日中午一点半左右，南乐
农商银行寺庄支行员工万
晓彬在出门上班的路上，突
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烟味，同
时听到有烧东西的噼里啪
啦声，结果发现跟他同住一
个小区的邻居张天富家里
浓烟滚滚，火势冲天，见此
情形，万晓彬一边打电话报
警，一边冲向邻居家中查看
火情，并着急的大声喊着火
了！当他走到邻居家门边
时，却发现家里还有孩子的
哭喊声！此时这户住户的
窗子里已布满了火光，情况
危急，于是万晓彬不顾个人
安危，将门砸开，把独自在
家的受到惊吓的孩子抱了

出来，在安置好孩子之后，
再一次冲向了失火的邻居
家中，关闭了电源和煤气开
关，又从家中拿出水盆端上
水一次一次地奔向失火现
场，进行紧急灭火。在万晓
彬近半小时的努力下，火势
终于被控制住，没有蔓延到
其他的住户，避免了出现更
大的损失。

“非常感激晓彬在我家
发生火灾的时候，不顾个
人的安危，一次次地冲进
屋里灭火，还帮我把孩子
抱了出来，要是没有他后
果真是不堪设想！”2021
年 1月 27日，张大哥特意
来到了南乐农商银行寺庄
支行，并为他送上了锦旗
和感谢信。

“当时没想那么多，碰
上这种情况，肯定也会先去
救火，把火扑灭，没感觉自
己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换
做是任何一个农商行人都
会责无旁贷地去做这件
事。”万晓彬说道。

智能小平台 解决大问题
中国银行鹤壁分行推广“复兴壹号”平台获赞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张克忠

本报鹤壁讯“这个智
能平台既便于管理、方便快
捷、又安全高效。上线仅几
个月，学院党务工作效率显
著提高。”近日，鹤壁市能源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党务负
责人对中国银行“复兴壹
号”智慧平台由衷点赞。截
至1月底，中行鹤壁分行已
签约2家，涉及26个支部
270多名党员。

中国银行自主研发的
“复兴壹号”平台，将互联网
功能迭代的方向与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的需求紧密联
系，形成了“党组织管理”

“党员教育管理”“党组织生
活管理”“党费管理”“企业
文化建设”“共青团和青年
工作”等六大功能模块，支
持WEB端、手机APP端、
微信小程序端等三种访问
方式。用户可直观地看到
各级分支机构党组织的设

置情况、党员的分布情况，
以及党建各项工作的进展
情况，还可以自动生成各类
统计报表，提高党内统计工
作效率。平台利用“互联
网”打造“云空间”，让党员
不受地域和时空限制，延伸
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开展
工作的触角。同时，平台还
支持记录各级党组织生活
开展情况，对组织生活管理
起到监督作用，杜绝“临时
抱佛脚”“过后补记录”等问
题。

“‘复兴壹号’对提高党
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加强
党建引领作用起到了良好
的支撑作用。”该行党务工
作负责人吴燕超介绍，平台
还开通了中国银行手机银
行、微信、支付宝等多种交
纳渠道，彻底解决了党费管
理方面的难题，同时也让党
建工作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