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明奇 帅鹏 晓光

本报讯“舞阳县坚持把安
置房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重
大政治任务，摆上重要日程，强
化举措，加快推进。截至目前，
拆迁安置区建设项目1864套安
置房，已全部复工建设，正在按
时间节点加快推进，确保按时间

要求节点有序交房，实现群众回
迁安置。”近日，舞阳县政府相关
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舞阳县对每个安置
区项目，明确一名县级领导进行
分包，成立工作专班，定时召开
周例会，按周研判，实地调度，县

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双周听取一
次情况汇报，一月一次实地观
摩，确保安置房建设工作力度不
减、扎实推进。

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该县
坚持道路、管网、水、电、气、暖、
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和安置区
建设同步规划，同步施工，同步
投用。在安置区周围科学规划
建设幼儿园、学校、医院、广
场、游园等公共服务设施，尽
最大可能便民惠民，让群众住
得满意舒心。在安置区周边合
理布局产业、企业，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居有所
安。该县将高速引线拓宽改造
（齐礼、戴庄）安置区设计成新
农经济产业园，区内商业街纵
横，区外紧临的汽车客运总站和
盐文化小镇旅游项目均已开工
建设，务工前景广阔；群众入住
即可择业，村民变市民，产城融
合发展已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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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阳加快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安置房1864套

切实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漯河经开区宣传活动多彩多姿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堃 鲁璐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有效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的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做好“安全生产月”期
间的消防安全工作，漯河市经开
区消防大队积极结合消防工作
特点，利用宣传月的有利契机，
围绕“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
一责任人”主题，在全区范围内
多措并举，开展丰富多样的消防
宣传活动。

近日，经开区管委会在中粮
面业二标段中建五局项目工地，
举办了漯河市重点工程及重点
企业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市应
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孙
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
任孙波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
上，孙峰副局长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指出：近年来，全市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夯实基层

基础工作入手，从压实各级各方
责任着眼，扎实开展各项工作，
并取得初步成效。

连日来，经开区消防大队联
合区应急局、住建局等多部门，
在消防主题公园开展宣传咨询
活动。整个宣传活动共为群众
发放消防宣传资料700余份，使
广大群众受到教育，收到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应急车道上呼呼大睡
漯河交警及时消除隐患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秀根

本报讯 长途行车没
有按时休息，司机竟将车
子停在应急车道呼呼大
睡。正在鼾声大作时，漯
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
队南洛高速公路执勤大
队民警及时发现，对其处
罚的同时，也将其就近引
导下高速。

6 月 14 日 9 时 03
分，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南洛高速公路执
勤大队民警巡逻至宁洛
高速漯河段南半幅558
公里处时，发现一辆灰色
越野轿车停在应急车道

内。既未打开危险报警
闪光灯，也未在货车后方
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十分
危险。

民警立即上前查看
情况，发现该驾驶员趴在
方向盘上睡觉，副驾驶背
靠座椅也在呼呼大睡，在
几次敲打车门之后，才将
睡梦中的司机给叫醒。
对于司机的这一交通违
法行为，民警按法律规定
给予其罚款200元、记9
分的处罚,并将其就近引
导下高速，待其完全休息
好后再上路。

漯河医专二附院举办学术沙龙活动，推动医疗资源整合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宝霞 卢闯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加强医联体
建设，更好地推动医疗资源的整
合，发挥医院对基层社区医疗机
构的指导作用，6月18日，漯河
医专二附院外三科在门诊楼502
会议室举办学术沙龙交流活动。

学术沙龙上，漯河医专二附
院外三科王丙炎主任以“大隐静

脉曲张激光治疗”为题，就临床
需求、治疗机理、手术疗效、手术
安全性等方面开启分享。王丙
炎主任从患者角度出发、结合医
院统筹分析，EVLT是一种以微
创方式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疾病
的有效方法，并且在医保保险范
围，技术成熟，安全可靠，患者易
接受。

此次学术沙龙在院领导的
支持下、外三科全体医师及护士
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学术氛
围浓厚。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各
医疗单位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推进优势资源向基层的延
伸，充分体现了沙龙活动的共建
精神。

大学生创新体验竞赛
漯河医专再获一等奖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蕃 卫永强

本报讯 6月14日，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
体验竞赛获奖结果公布，
漯河医专在本届赛事斩
获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三等奖7项，在全国
同类院校中领先。

该项赛事是由中国
创造学会主办、东南大学
和安徽工业大学承办的
全国性大型创新创业赛，
旨在通过开展竞赛活动，
吸引和鼓励大学生参加

科技创新活动，激发创新
灵感，培养创新思维习
惯，提高创新实践能力，
孕育创新成果雏形。

本次大赛吸引了来
自全国 119 所高校的
1377组选手，报名参赛
作品共计13361件，漯河
医专的“仿点翠·春之景”
项目经过校内选拔、网
评、复赛和决赛等环节最
终夺得了本届大赛一等
奖。

漯河市民政局扛稳责任担当
织密兜底保障网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寇志强 黄群

本报讯 今年以来，
漯河市民政局聚焦“兜底
线、保民生、促振兴”工作
主题，坚持把防止规模性
返贫作为底线任务，紧盯
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强化
临时救助补充兜底作用，
织密编牢“全面覆盖、救
急解难、保障兜底”的基
本民生安全网，有力发挥
了兜底保障作用，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工作取得了
良好成效。

在连年提高城乡低
保和特困供养补助标准
的基础上，2022年，漯河
市再次将城乡低保分别
提高40元、20元，城乡
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了
630 元/月人、420 元/月
人；城乡特困供养人员基
本生活标准分别达到

819 元/月人、546 元/月
人。 截至目前 ，全市
60481名困难群众纳入
低保或特困供养，累计发
放农村困难群众补助资
金1.03亿元。

全市民政领域围绕
“兜住底、兜准底、兜好
底”工作任务，把完善低
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
态化救助帮扶作为巩固
拓展兜底保障成果的有
力抓手。今年以来，已对
动态监测的3950名农村
低收入人口（包含乡村振
兴部门监测的11356名

“三类户”人员中的3700
名）实施临时救助或纳入
低保救助范围，并对市直
部门分包村的950名困
难群众开展“物质+服
务”帮扶救助。

漯河供电公司超前服务，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建设用电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何献军 冻涵

本报讯“你们量身定制的供
电方案很专业，提前考虑到我们
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难题，及
时解决，项目能按计划施工，离不
开你们的超前主动服务,很感谢。”
近日，河南许信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漯河境负责人彭先生在拿到正
式用电方案后，对漯河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表达了感谢。

近日，漯河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2022年第一批重点建

设项目名单，全市重点项目共计
235个，含86个省重点项目，重点
项目将带动全市产业层次、技术
水平、集聚效应持续提升，对漯河
市加快绿色转型、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河南许信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漯河
境便是省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
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境内，有1处永
久性用电点，建成后将优化区域
路网结构，提升沿线人民群众出

行的便捷性，带动沿线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为保障漯河市重点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漯河供电公司推行“先
导式”办电服务。配备专属客户经
理，固化服务周期，实施个性化定
制，编制“一户一策”供电方案，助
力省市重点项目快速投产。强化
项目进度管控，实现供电服务与
重点项目无缝对接。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拆迁安置区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