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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流浪乞讨、临时
遇困人员温暖过冬，漯河市
民政局及早谋划，在“万人
助万企”活动中主动“自选
动作”，联合爱心企业——
河南省易事多便利店连锁
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关爱

你我他（她）·寒冬送温暖”
专项行动。

目前，在漯河市86个易
事多便利店，均已设立了“民
政服务救助点”，面向流浪乞
讨人员、临时遇困人员、环卫
工人、快递小哥等夜间工作

人员，尽力在一天24小时随
时能提供贴心服务。

据介绍，60个乡镇（街
道）社工站，将与辖区内易
事多便利店进行密切对接，
173名民政社工及时介入，
提供物资链接、心理疏导、
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或转
送市、县救助站。

截至目前，“救助点”已
为20余名流浪乞讨和临时
遇困人员，提供了温暖和援
助。“通过这项活动的开展，
实现了单位与企业的有效

‘联姻’，真正架起为民服务
‘连心桥’，扎实画出大美漯
河‘同心圆’。” 漯河市民
政局负责人表示。

漯河市民政局

设86个救助点，让流浪者过暖冬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寇志强 文图

近日，第29届中国国际
广告节在福建厦门隆重举
行，双汇×《极限挑战》内容
营销案例荣获“2022年度内
容营销金案”。中国国际广
告节一直被誉为广告界“奥
斯卡”，是国内极具权威性
和专业性的广告界盛会。
凭借贴近年轻消费群体的
品牌营销策略，双汇已多次
在广告主盛典上捧回大奖，
这也是业界对双汇积极推
动产品年轻化、营销年轻
化、品牌年轻化的高度认可

和充分肯定。
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

肉类国民品牌，多年来双汇
通过持续的产品创新与品
质追求，始终引领中国肉类
行业高质量发展。凭借对
市场的敏锐嗅觉，双汇牢牢
把握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
不断扩充产品矩阵，全力进
击年轻化新产品。

近年来，双汇在营销创
新方面不断推进品牌年轻
化。例如本次获得“2022年
度内容营销金案”的双汇×

《极限挑战》内容营销案
例。双汇作为《极限挑战8》
的“美味推荐官”，通过这种
青春励志又新潮有趣的综
艺玩法，加强与年轻群体的
深入沟通，传达“无论时代
如何变幻，双汇始终暖心相
伴”的品牌内涵。

未来，双汇还将继续以
不变的品牌初心，在打造品
质基石的同时，不断推进产
品创新、营销创新，持续推进
品牌年轻化发展进程，打造
更加完善、丰富的品牌体验。

广告界“奥斯卡”，双汇斩获“金奖”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万晶晶

临颍县第四季度招商
引资“百日会战”活动进入
冲刺阶段，开足马力大招
商。近日，临颍县经开区管
委会主任陈召辉带领县经
开区、县政府办、县投资促
进中心、新城街道、窝城镇
等“百日会战”成员单位，到
福建省福州市、泉州市等地
开展招商引资活动。

陈召辉一行先后实地
参观拜访了盼盼集团、亲亲

集团等10家企业，并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交流。
招商组介绍了临颍县的基
本县情，并诚挚邀请他们来
临投资兴业。企业家们纷
纷表示，临颍县区位优越、
交通便捷、优惠政策明显，
将会组织相关人员到临进
行实地考察，共谋发展。

据了解，自临颍县第四
季度招商引资“百日会战”
活动开展以来，按照市“五

比五看”工作要求，采取县
领导带领各招商单位分区
域开展招商活动，围绕主导
产业，重点区域盯龙头，跟
踪项目求突破，在谈项目抓
签约。截至目前，县级领导
带领招商小分队赴上海、福
建等地开展招商活动15次，
共对接拜访企业118家，掌
握重大招商线索27条。活
动开展以来已签约项目11
个，签约资金达95亿元。

临颍县：加大招商引资，冲刺“百日会战”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韩静 臧佳佳

今年以来，漯河市市场
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积
极开展服务型行政执法探
索，不断提高依法治理水
平，营造更加优良法治环
境，为漯河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
障。先后荣获省局普法工
作优秀单位、省局法治政府
建设良好单位、省局执法稽
查工作优秀支队，连年荣获
市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优秀案卷，近日入选
漯河市服务型行政执法示
范点。

该支队积极把“以人为
本”的理念引入到行政执法
各个环节，着力推动执法方
式转变，探索建立以事前防
控风险、事中指导提醒、事
后包容纠错为主要措施的
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模式，
切实做到融执法于服务、执
法与服务相统一。

同时，不断完善规范行
政调解工作制度，细化完善
了消费维权调解工作流程，
使行政调解工作更加扎实
深入开展，在化解矛盾纠纷、
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更加
有效作用。围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主题，聚焦
民生重点领域，主动出击挖
掘案源，办理的服务民生类
案件明显增多，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明显提升。

漯河市场监管执法：着力提升服务“温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朱志轩

郾城区
购药送给环卫工
设42个“共享药柜”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星 张煜晗

“感谢政府送来的药物，
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让
我们在工作之余倍感温暖！”
漯河市郾城区环卫工老赵，感
激地从志愿者手中接过药物。

当下，正值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和冬季流感的高发
期，环卫工人每天仍坚守岗
位守护城市洁净，由于长期
暴露在公共场所、接触生活
垃圾，他们感染新冠病毒的
风险也较大。为切实保障

“城市美容师”的身体健康，
12月 26日上午，郾城区委
宣传部、郾城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筹措资金购买了
200余盒退烧药及口罩，送
至依然坚守在工作一线的环

卫工人手上，叮嘱环卫工人
在工作中要做好个人防护。

据了解，为缓解群众买
药难的问题，满足患者用药
需求，郾城区委宣传部、郾城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购
置了多批防疫药品和防护用
品，在该实践中心设立定点
药房，在42个文明实践所站
设立“共享药柜”，实现“邻里
互助，药品共享”，市民可在
此处捐药，并免费领取必备
应急防疫物资和药品。在现
场，志愿者们面向市民，详细
讲解药物的适应证、使用方
法和注意事项，用实际行动
彰显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
人间真情。

漯河市中心医院
再获全省质控第一名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岩 荆吉星

12 月 24 日，河南省心
衰中心年终质控大会顺利召
开，会上传来好消息：漯河市
中心医院（漯河市第一人民
医院漯河医专一附院）心衰
中心再次荣获2022年度全
省质控第一名，同时荣获中
国心衰中心标准版“质控达
标之星”荣誉称号。

该院心内科一区主任金
焱，受邀做质控管理经验分
享。她总结出“遵指南、猎知
识、落制度、重监督与质控、
走群众路线，防微杜渐、传知
识、促分级”30字运营管理
经验，展现了心衰病区无私

奉献、一心为患的高尚情怀。
漯河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一区不仅承担着胸痛中心的
建设任务，同时也负责着心
衰中心入组病例上报、质控
和随访工作。在副院长刘东
亮、心内科一区主任金焱带
领下，遵循指南，规范诊疗行
为，按心衰中心总部要求，积
极上报病例，并对上报的病
例进行严格质控，按要求随
访，继2021年荣获标准版质
控河南省第一名后再次获此
殊荣，同时也荣获了中国心
衰中心标准版“质控达标之
星”荣誉称号。

容缺受理，简化程序
源汇区行政审批“加速提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王会锋 樊培彩

漯河市源汇区聚焦市场
主体公共信用评价，探索开
展“信用+政务服务”新模
式，助力行政审批再提速，点
亮大厅办事新体验，让诚信
市场主体在办理审批服务事
项时更加高效便利，有效提
升区域营商环境，助力高质
量发展。

推出“信易批”应用场
景。依托政务服务大厅“7×
24 小时不打烊”自助服务
区，为企业提供信用自助查
询下载打印服务，以信用推

进减材料、减时限、减环节，
进一步提高企业办事创业的
便利度。

严格实行政务服务“好
差评”制度。在实体办事大
厅窗口，配备35台“好差评”
评价设备，市场主体可通过
评价设备对窗口服务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直接反馈至河
南省政务服务网后台。截至
目前全区企业、群众主动评
价数达21921次，累计收到

“差评”0件，企业和群众满
意度和获得感不断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