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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要求，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开展“关爱你
我他（她）·温暖千万家”行动
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温暖服
务季活动，近日，舞阳县总

工会在县劳模广场举行了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
家”慰问外卖骑手活动。

此次活动，舞阳县专程
为 110名外卖骑手每人赠
送人身意外险一份，总保额
1100万元，发放4400个口

罩、110双皮手套，并为女骑
手购买了70包暖宝宝。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及广大职工群众送温暖、谋
福利，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心坎上，展现工会组织的新
担当、新作为！”活动现场，舞
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
总工会主席蔡良红表示。

今年以来，舞阳县大力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领域
工会组织建设，广泛吸收外
卖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
织，聚焦大家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需求，帮助大家解
燃眉之急，提升了大家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舞阳县

110名外卖骑手，获赠“意外险”倍感心暖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明奇 帅鹏 晓军 文图

12月28日上午8时，寒
冬大雾。漯河市城管局环
境卫生服务黄河中路14号
站，管理员白富庆正在细致
地对刚卸到转运斗的垃圾
进行分类和消杀。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同时，继续发扬

“宁愿一人脏，换得万家净”
的环卫精神，认真做好收、
转、运、处置“涉阳”垃圾管
理服务，助力城市新一轮疫

情防控。
目前，漯河市垃圾清

扫、日常保洁、清扫车队、中
转站、清运车队、公厕管理
等3000余名环卫人员，在
精准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
舍小家、顾大家，通力协作，
尽职尽责，确保市区的垃圾

“日产日清”，严控“涉阳”垃
圾“收集、运输、进厂、处置”
四个环节，确保把各类垃圾

运输到垃圾焚烧发电厂进
行无害化处理。

漯河市城管局环境卫
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强化市、区、办
（街道）三级环卫力量联动，
构建安全、有序、高效的垃
圾回收体系，有效阻断疫情
传播途径，更好地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建
设美好家园贡献一份力量。

漯河市城市管理局
严格防疫 强化垃圾消杀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丁伦

近日，漯河医专党委书
记赵建钊在3102会议室为
基础医学部党员干部职工
作了题为《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做新时代“四有”
好老师》报告，基础医学部
党总支书记、主任张福华主
持，基础医学部党总支委
员、各支部书记、教研室、实
验中心主任及部分骨干教
师代表聆听了本次报告。

赵建钊结合自身学习
体会，深入论述党的二十大

的主题和主要成果，详细介
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方法论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总结出
的“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
持”的宝贵经验，深刻阐明了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本质要求和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5条重大原则，细
致解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在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目

标任务，系统梳理了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和全面从严治
党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才不近仙者不可为
医 ，德 不 近 佛 者 不 可 为
医”。最后，赵建钊又对基础
医学部全体老师，提出了殷
切希望：既要教诲精益求精
的医术，又要常怀仁爱之心；
要始终牢记“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使
命；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漯河医专党委书记赵建钊
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卫永强

近日，漯河市源汇区与
香港一路通科技有限公司、
令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精诚科技有限公
司，举行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成功签约3个项目，总投
资74.5亿元。此次签约项
目，涵盖高分子材料、医疗
器械、光电显示等研发、生
产领域，助推了该区医疗器
械、智能制造产业的健康发

展。
近年来，源汇区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坚
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
促投资、强产业的重要抓
手，通过重谋划、优环境、强
机制、聚人才四项措施，高
质量推进产业集群发展，不
断优化优良的营商环境更
加吸引“凤栖梧桐”。

目前，源汇区医疗器械

产业产品规模居全省首位、
全国前列，被授予“河南省
最具竞争力‘百亿产业集
群’”。源汇区先后荣获“河
南省医疗器械特色产业园
区”“全国医疗器械产业示
范先导区”等称号。按照规
划，到2025年，源汇区预计
新引进医疗器械企业45家，
该产业实现产值120亿元。

总投资74.5亿 源汇区3大招商项目签约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姜科峰 盛彦奇

近日，漯河市二院召开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医疗
服务工作专题会，党委书记
胡洪良、院长魏松及其他领
导班子成员、相关职能科长
及部分科主任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上，首先传达了省卫
健委《关于优化医疗机构疫
情防控措施的通知》等文件。

院长魏松传达了市卫健
系统优化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精神。他要求：进一步优化
疫情防控措施，全力做好医
疗服务工作；所有医务人员
要加强个人自我防护意识、
严格规范执行感染防控措
施；加强发热门诊管理，进一

步增强服务能力；加强急危
重症救治和脆弱人群就医服
务工作，充分满足人民群众
就医需求。

最后，党委书记胡洪良
对优化医疗服务保障工作进
行了全面部署。他强调：各
科室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重点学习、吃透上级有关
文件精神，主动扛起政治责
任，强化日常工作调度；要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宗旨，全面做好医疗服务工
作；全院职工要团结一心，共
克时艰，以坚定的信心和昂
扬的斗志服务好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漯河市二院
优化疫情防控，加强重症救治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尹红娅 胡明航

2022年河南省示范性乡
村文化合作社名单及“我的
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赛
评奖结果，近日由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公布，漯河市郾
城区捷报频传，成绩斐然。

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青
龙（非遗）文化合作社被认定
为“河南省示范性乡村文化
合作社”，郾城区裴城镇裴城
村文化合作社村歌《裴城美》
荣获“唱响村歌”最佳作品及
主创奖；郾城区商桥镇商东
村文化合作社《商桥我的家
乡》荣获“唱响村歌”优秀作
品奖，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
青龙（非遗）文化合作社《面

塑》被评为“齐秀村艺”优秀
作品奖。

近年来，郾城区文旅局
把发展乡村文化合作社作为
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项重
要载体，深入挖掘全区特色
文化资源，持续繁荣乡村文
化，全力打造以文化合作社
助力乡村振兴的郾城样本，
奋力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的壮丽画卷。

截至目前，全区共授牌
成立乡村文化合作社11个，
拥有文艺团队53支，发展社
员1000余人，年组织开展各
类文化活动累计600余场，
服务群众15万余人次。

全省乡村才艺大赛
漯河郾城“摘金夺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星 李晶

“那边有车着火了！”近
日，在漯河市金山路与黄河
路交叉口，一群众急急跑来，
向正执勤的市交警支队秩序
管理大队民警王彬报警。

闻言，王彬和同事柳栓
紧拿起灭火器就顺着群众手
指的方向跑去，只见路口南
侧路东一辆电动四轮车冒着
滚滚浓烟，烟雾升腾已无法
看清车辆状况，由于火势较
大，并伴随车窗玻璃、轮胎破
裂的“嘭嘭”声，电池也随时
都有爆燃的危险。

情况危急，二人分工协
作，一人拿出手机拨打119，
并上报中队，通过对讲机让
邻近岗点控制车辆，避免车
辆积压；一人则在一旁实行

临时交通管制，疏散车辆和
围观人群，防止交通堵塞影
响消防车到达现场进行救援
和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经
过十多分钟的扑救，明火被
彻底扑灭，但车辆已被严重烧
毁，所幸无人员伤亡。该电动
车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漯河交警提醒：因线路
老化、电池短路、过多充电等
因素，一些电动四轮车（包括
老年代步车）极易起火；消费
者在购买电动四轮车前，应
弄清楚车辆是否能登记上牌
和上路行驶，切勿轻信不良
商家虚假宣传；为了自身安
全，安全设施不达标的电动
车辆，请拒绝乘坐。

电动四轮车突发自燃
交警消防快速抢险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庆伟 王明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