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新新 文图

漯河城管战风雨，黑夜逆行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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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5日晚8时
左右，漯河市区大风突起，随
即雷暴降临，雨势虽不大，但
风力较强，对园林树木造成一
定影响。市城管局园林中心
班子迅速安排，科学部署，启
动应急抢险预案，5支抢险突

击队立即集结，上路巡查，各
队所、部室人员按照职责分工
到岗到位，随时待命，值班人
员24小时坚守岗位，确保信息
畅通。

“辽河路与嵩山路交叉口
东200米路北发现树木断枝，
黄河中路发现倒伏树木……”
晚9时许，巡查人员陆续发现
树木折断、倒伏现象，阻碍了
行人、车辆通行，带来了一定
的安全隐患。中心班子分包
上路，靠前指挥，带领抢险突
击队第一时间赶赴树木倒伏
现场，开展了一场与风雨赛跑
的应急抢险战(如图）。

“辽河路折枝紧急处理完
毕，道路恢复通行！”晚9时半
左右，抢险现场传来消息，第
一处险情处理完毕。与此同
时，雨势越来越大，市园林中
心100余名抢险人员顶着狂
风暴雨，分组行动，协作配合，
在黄河路、解放路等路段拉枝
锯干，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以
最快的速度清理倒伏树木，恢
复道路通行，消除市民出行安
全隐患。

截至25日晚11时，8处倒
伏树木、20余处树木断枝全部
紧急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
出行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本报讯 7 月 21 日下
午，漯河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副市长常英敏带领相
关部门领导，莅临市第二人
民医院调研创文工作开展
情况。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主任曹江涛，市二院党委书
记胡洪良，党委副书记、院
长魏松等陪同调研(如图）。

常部长一行实地察看
了市二院门前三包、卫生环
境以及提升改造等创文工
作情况，听取了院长魏松对

医院整体创文工作的情况
汇报及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对医院创文工作给予了充
分肯定，并对下一步的工作
推进提出了要求。

该院党委书记胡洪良
表示，下一步市二院会切实
落实常部长的要求，严格对
标对表，认真查漏补缺，逐
项逐条落实整改，从严从细
不留死角，以严谨的态度、
良好的姿态和优异的成绩
做好创文迎检工作。

漯河市委宣传部长肯定二院创文工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红娅 王威 文图

本报讯 自全区“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漯
河市源汇区委宣传部高度重
视，坚持把开展“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政
治任务，坚持高起点谋划、高
标准安排、高质量推进，认真
组织、广泛动员、迅速启动，有
力推进“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扎实开展，不断开创宣传思
想工作新局面。

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区

委宣传部深入分包企业合盈
清真食品有限公司、苏美雅纺
织品有限公司，对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等工作定期开展走
访调研，收集企业问题4条，
及时上报区万人助万企领导
小组办公室协调解决，用实际
行动践行“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精神。

全区能力作风建设工作
开展以来，区委宣传部坚持对
标对表上级重大决策部署，发

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
全面查找短板弱项，坚持问题
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整改落实中
不断提升能力本领；同时区委
宣传部充分利用官方微信、微
博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多形式
宣传、多角度报道、多频次推
送，大力宣传能力作风建设的
重要意义、进展成效和经验做
法等，形成强大舆论声势。

漯河市源汇区委宣传部：
推动能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晓亚 崔永洁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打好脱贫攻坚战，持续
推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教师支
教工作，2021-2022学年，漯
河高中选派王二伟老师到太
尉乡中心学校进行为期一年
的支教工作。

为了表示对支教教师的
感谢，近日，太尉乡中心学校
朱校长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成
员专程到漯河高中赠送锦旗，
将绣着“心系农村教育，情暖
拳拳师生”“心系农村支教行，
情暖拳拳师生心”的锦旗分别
送给该校王海东校长和支教
教师王二伟老师(如图）。

王二伟老师讲述了一年
支教生涯的心路历程，感谢学
校领导的关心和太尉乡中心
学校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在漯
高“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精神
激励下，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
的锻炼机会，努力克服困难、
安心支教、虚心学习、勤奋工

作、爱岗敬业，以高度的责任
心完成各项教学任务，为农村
的教育事业和打好教育脱贫
攻坚战做出自己的贡献。

漯河高中党委书记、校长
王海东高度肯定了王二伟老
师的支教工作，对他深入学
生、倾情支教的担当意识和克
服困难、迎难而上的奉献精神
给予高度赞许，同时感谢受援
学校对该校老师的支持与帮
助。王校长强调漯河高中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始终
关注着农村教育的发展，今后
也将持续践行该校关心农村
教育事业的理念，为农村教育
事业贡献漯高力量。

舞阳县太尉乡中心学校，缘何向漯河高中赠锦旗？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荣谦 芦雯静

本报讯 上半年哪类消
费投诉量最多？漯河市市
场监管局近日对外发布“半
年报”，并对投诉举报热点
进行分析。据统计，今年上
半年，漯河市通过12315平
台受理各类维权诉求共计
29092 件 ，同 比 增 加
11.8%。其中投诉8913件、
举报 4001 件、咨询 16178
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20余万元。

其中，受理商品类投诉
举报10681件，一般食品、
家居用品、服装鞋帽类位于
前三位。反映的问题主要
有：一般食品存在包装破

损、有异物、不符合国家强
制性标准等问题；家居用品
存在销售三无产品、缺少中
文标识、三包期间维修收费
等问题；服装鞋帽存在掉色
起球、开裂脱胶、产品标签
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漯河12315提醒：选择
新型文娱消费项目时，要了
解清楚服务内容、注意事
项、双方权责，遇到商家临
时加价，要注意留存票据。
亲子消费时尽量选择证照
齐全的商家，储值金额不宜
过大，同时要注意签订书面
合同，并留心合同内容，保
留凭证依法维权。

本报讯 近日，省司法
厅行政执法责任制推进处
处长张艳红带领省委依法
治省办第二调研组深入漯
河市部分县区和行政执法
单位，通过查阅资料、组织
座谈、实地走访等形式，调
研指导该市法治建设工作。

调研组听取郾城区、临
颍县法治建设工作汇报，走
访召陵区天桥街道滨河路
社区、郾城区新店镇齐罗村
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
队、郾城区人社局、临颍县
环保局、临颍县巨陵镇综合
执法大队等行政执法单位。

调研组对该市各级党
政主要负责人认真履行推

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加强
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深化服
务型行政执法等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
和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取得扎实成效；要打造亮点
品牌，精心培育示范点，全
面总结提升漯河法治建设
经验，做到有质量有特色；
要提升规范化水平，紧扣市
县法治建设工作指引，强化
举措、健全机制、完善资料，
努力通过法治建设促发展、
保稳定、保民生，为法治河
南建设提供更多漯河模式
和漯河实践。

省司法厅调研组：
“法治河南”
需要更多“漯河模式”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殷科飞

本报讯 作风关乎形
象，担当体现品格，实干成
就事业。为进一步推动工
会全体党员干部能力全面
提升、作风向严向实，更好
发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效能，近日，漯河市总工
会组织开展“能力作风建设
年”专题党课，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曹鹏为机关全体
党员干部作专题党课辅导。

课上，曹鹏围绕“提升
能力作风 推动工会工作高
质量开展”进行了辅导授
课。从“提高政治站位，深
刻认识能力作风建设的重
要意义；聚焦差距短板，扎
实推动能力作风建设见实
效；提升工作实效，争做新

时代的合格共产党员”等三
个方面，阐述了加强能力作
风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指
出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并
对推动能力作风建设活动
走深走实、不断提高党员干
部能力作风建设提出了具
体要求。

党课结束后，全体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要把党课内
容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进
一步查摆能力作风建设方
面的问题，补足短板弱项，
不断提高服务大局、服务职
工、服务基层能力水平，锤
炼过硬工作作风，推动工会
工作高质量开展，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漯河市总工会：
党组书记讲党课
能力作风大提升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袁方 赵亚泉

哪类消费投诉量最多？
漯河市场监管发布“半年报”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吴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