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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院士都有为到商丘师院讲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德晶

本报商丘讯 3月16日，应
中原科普讲坛邀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都有为到商丘师范学院
讲学，做了《创新是科学的灵魂》
学术报告。商丘市科学技术协会
有关人员，商丘师范学院电子电
气工程学院师生参加了报告会，
报告会由该校校长陈向炜主持。

报告会上，都有为院士从创
新的含义、兴趣和好奇心是创新
的动力、创新需要新思维、突破旧
框架等10个方面阐释了创新的
含义。他强调，原始创新是创新
中的精华，也是当今社会核心竞
争力的标志。他希望和勉励同学
们，创新要从勤奋和脚踏实地开
始，要在本科阶段打好扎实的基

础，努力成为创新型人才。最后，
陈向炜与大家进行了交流，他认
为本次报告会是一场专业知识的
宣讲会和科学研究的启蒙会，更
是一场催人奋进的励志会。

据了解，中原科普讲坛由河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商丘市
科学技术协会、商丘市电子学会
共同承办，商丘师范学院协办。

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专项行动 净化消防产品市场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张珂 文图

本报商丘讯 为严厉打击
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净化消防产

品市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商丘市睢阳区消防救援大队加

强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按照
“联合执法、各司其职”的原则迅
速成立4个联合检查组，在全区
上下大力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
督专项行动。

活动中，联合执法人员对店
内灭火器、消防应急灯具、疏散
指示标志等消防产品的检查报
告、身份证标识等信息一一核
对，并随机对应急照明灯、消防
水带、灭火器等产品质量进行现
场测试。同时，检查人员还特别
就如何鉴别真伪灭火产品对消
费者进行细致讲解，提高消费者
辨别真伪的能力和维权意识，营
造安全的消防产品市场环境。

本报商丘讯 为深
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
想信念，筑牢忠诚警魂，
扎实开展公安队伍教育
整顿活动，3 月 21 日上
午，虞城县公安局组织
民警到镇里固刘屯村豫
皖苏第一党支部旧址和
虞城县烈士陵园开展公
安队伍教育整顿“党史
学习教育，传承红色基
因”活动。

在豫皖苏第一党支
部旧址，全体党员民警聆
听了党支部革命斗争发
展史，深刻感受到了革命
先辈的艰辛和丰功伟
绩。在中国共产党入党
誓词展示墙前，全体党员
民警重温入党誓词，时刻
牢记初心和使命，让党的
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在虞城县烈士陵园，
民警代表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敬献了花篮，全体党

员民警怀着无比崇敬的
心情，向烈士纪念碑集体
默哀，深切缅怀烈士生前
的丰功伟绩。虞城县公
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魏
克奎带领全体党员民警
重温入警誓词。该局局
长宋占珂做了重要讲话，
并带领全体党员民警瞻
仰了烈士纪念碑。随后，
全体党员民警参观了烈
士陵园纪念馆。

通过开展学党史红
色教育活动，使党员干部
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
进一步增强了党性观念，
提升了党性修养。大家
纷纷表示：将传承红色基
因，坚定理想信念，牢记
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
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
总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立足本职岗
位，用青春和热血为虞城
公安事业作出新贡献。

虞城县公安局开展学党史红色教育活动——

时刻牢记初心和使命
让党的优良传统薪火相传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王梦洁

商丘市中医院与河南省中医院
“双主任制”学科共建成功签约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贾红霞

本报商丘讯 为加快商丘
地区检验科专业发展，促进商丘
区域检验中心建设，3月16日上
午，商丘市中医院与河南省中医
院举行“双主任制”学科共建签
约仪式。

河南省中医院检验科主任
李永伟，商丘市中医院院长李德
怀，商丘市中医院副院长张士兰
及该院部分职能科室医护人员
参加此次签约仪式。仪式由商
丘市中医院副院长张柏华主
持。“通过不断巩固和深化长期、

全面的合作关系，推动优势互
补，助推商丘市中医院在河南省
区域中医检验建设再上新台阶，
进一步提升商丘地区检验实
力。”仪式上，商丘市中医院院长
李德怀希望此次商丘市中医院
与河南省中医院的强强联合，能
为商丘市中医院带来更先进的
理念、管理和技术。

随后，商丘市中医院检验科
主任陈贺做表态发言，他表示检
验科将积极探索和实践检验工
作新模式，不断拓展服务范围，

提升技术水平，提高服务质量，
不断形成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
布局、文化遵循，认真总结经验，
为推进商丘市中医院检验科事
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据了解，商丘市中医院与河
南省中医院“双主任制”学科共
建的签约，不仅是商丘市中医
院的喜事，也是商丘市人民群
众的福音，让商丘市民在家门
口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技
术服务。

商丘市中心医院召开2020年度工作总结暨表彰大会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实习生 朱雷通

本报商丘讯 3月18日，商
丘市中心医院召开2020年度工
作总结暨表彰大会。大会总结回
顾了一年来的奋进历程，共同见
证商丘市中心医院发展的新成
就，表彰先进、鼓舞士气、振奋精
神、再创佳绩。该院领导、各科室
负责人及职工代表参加会议。

“2020年度商丘市中心医
院荣获国家级集体荣誉1项，个
人荣誉1项，被国家卫健委、全
国老龄办授予全国‘敬老文明
号’，陈艳被中国南丁格尔志愿
护理服务总队授予‘护士志愿精
神贡献奖’。”会上，商丘市中心
医院院长蒋家东作2020年度医
院工作总结，回顾了一年来的奋
进历程，并对2021年重点工作
进行部署。蒋家东指出，在商丘

市卫健委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支
持下，全体中心医院人排除万
难、齐心协力，在确保疫情防控
不放松的基础上，努力为患者提
供舒适安全的诊疗服务，获得了
一致认可。医院党建和党风廉政
建设、深化医疗改革、积极开展
新业务新技术、持续改进护理质
量、医院项目建设顺利进展、重
视开展继续教育等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社会满意度不断提高。

蒋家东表示，2021年医院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不断用实际行动弘扬伟大的抗疫
精神，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全力推
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创
建“三甲”医院这一目标，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和综合服务能力，完成“二

甲”复审，力争通过三级医院验
收，为创建“三甲”奠定坚实基础，
为医院“十四五”规划顺利实施开
好局、起好步。商丘市中心医院党
委副书记李华宣读了关于表彰
2020年度各类先进的决定，并对
受表彰的先进科室和先进个人颁
发奖章。

最后，商丘市中心医院党委
书记侯明亮做了总结发言，侯明
亮表示，受到表彰的同志来自不
同部门、不同岗位，他们均在各
自岗位上做出了不凡业绩，贡献
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希望大家
能够学习其敬业爱岗、无私奉
献、团结友善的高贵品质，也希
望受表彰的同志继续发挥带动
引领作用，为医院发展献策出
力，再立新功。

民权县供电公司：

电杆装上警示灯
夜间安全添保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陈海峰 通讯员 杨玲玲

本报商丘讯 近日，
民权县供电公司属地化
运维班员工在 220千伏
崔民线75号和76号杆塔
和拉线安装了爆闪警示
灯，电杆有了自己的“护
身符”，给夜间安全运行
增添了一份保障。

“由于崔民线沿线正
在扩路建设，加上这条路
晚上比较昏暗，恰巧又是
高速入口必经之地，过往
大型车辆比较多，为防止
杆塔被撞，我们之前已经
设立了醒目的安全提醒，
白天很明显，但是晚上看
不到，为了预防夜间临
时施工，对线路安全运
行造成破坏，我们又加
装了这种晚上闪烁的警
示灯，效果比较明显。”
该公司属地化运维班班
长李勐说。

进入3月份以来，民
权县供电公司采取多项
措施致力于电力设施保
护，在全县开展以“关爱
生命·关注电力安全”为

主题的电力设施保护宣
传月活动，采用“因地制
宜一地一策”式精准宣
传，利用固定场所滚动大
屏幕、乡村大喇叭、流动
宣传车辆、微信公众号、
抖音等形式，为活动营造
声势。15个供电所和属
地化运维班为所辖线路
设置安全警示牌和警示
灯，为电杆穿上防撞“铠
甲”，开展鸟害清理和线
路通道治理，较少因鸟害
和树障造成的线路跳闸。

同时，组织该公司焦
裕禄党员服务队和萤火
虫青年志愿者进社区、进
广场、进农户宣传《电力
设施保护条例》，发放《电
力线路外力破坏案例警
示图册》，有针对性地开
展电力设施防外力破坏
宣传，多方联动打造电力
设施保护的铜墙铁壁。

目前，民权县供电公
司属地化运维班已对220
千伏崔民线路安装了 4
个爆闪灯、2个警示灯。

商丘市睢阳区消防救援大队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开展消防产品质量监督
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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