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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新闻频道
《朝闻天下》播出专题报道
《新春走基层·雪山之巅的
忠诚与坚守》。其中，用了
约4分钟的时间讲述了来自
漯河的西藏边防战士荆金
龙的故事。

快要过年了，荆金龙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那是
来自老家漯河的特色年画，
是漯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

“情系边海防官兵”拥军优属

活动中，专门为荆金龙和他
的女儿创作的一幅舞阳农民
画。年画一展开，他嘴角的
笑意就止不住了：“这个胖娃
娃有点像我女儿！”

荆金龙从军12年，常年
与家人聚少离多，女儿出生
的时候早产，他来不及赶回
家去。“一次生日也没陪女
儿过过。”荆金龙回忆有一
次见女儿时泣不成声，女儿
看到他就很害怕，躲着不让

抱，抱她的时候，她哭了
……提到家人，他心怀愧
疚，泣不成声。

总说军人的泪水都化
成了汗水。荆金龙在连队
是出了名的硬汉，入伍多年
来，参加过管边控边、战备
执勤、应急处突等多次军事
行动。“我也会把自己的责
任扛起来，把手里的这把枪
握稳握紧。”荆金龙说。

雪山之巅的忠诚与坚守
漯河籍战士荆金龙“感动”央视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佳佳

“我患高血压多年了，
常年不断药，这么冷的天，
医生亲自到俺家给我量血
压、测体温，还给我送来感
冒药，让俺感动哩不知道
说啥好咧……”近日，漯河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在姬
石镇杏树王村，组织开展

“平安过节健康义诊”关爱
活动，该村3组村民王艳东
激动地对医务人员说。

为保障60岁以上老年

群体生命健康安全，组织
医务人员对重点人群疫苗
接种情况进行筛查及信息
录入，成立上门接种队伍，
根据摸排情况对特殊群体
开展疫苗上门接种服务。
政策调整以来，已累计上
门接种疫苗320剂次。

依托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组织全区13个家庭医
生团队对全区重点人群、
脱贫户、监测户等特殊群

体提供上门健康服务，及
时掌握身体健康状况，根
据随访情况单人单策提供
健康评估、用药指导、居家
康复、家庭护理、健康监测
等个性化服务；对重症患
者根据需要加密随访频
次，开通就诊绿色通道。
防控政策调整以来，已为
446 户困难家庭进行上门
服务。

漯河市示范区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446户困难家庭受益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冯艳华 楚东军

2月 6日上午，漯河市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迅速召开“2023 春雷行
动”动员会，对今年“两会”
和“3·15”期间的市场监管
执法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执法人员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明确工作任务，

压实责任担当，加大消费
者权益保护力度。

会议明确“2023 春雷
行动”整治重点。在“2023
春雷行动”中，尤其要突出
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知识
产权、产品质量及认证、特
种设备、虚假广告、网络交

易、无照经营、市场违规收
费、不正当竞争行为等 10
个领域的专项整治。

开展“2023春雷行动”
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经济
发展、守护民生安全的需
要，是创建“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的需要。春德生
支队长在会议中强调：对那
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肆意
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牟取暴
利，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扰乱经济
秩序、损害漯河市“食品名
城”声誉的生产经营企业和
社会不法分子，要出重拳、
显血性、挥利剑、下狠手，从
严从重处罚。

漯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迅速打响“2023春雷行动”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朱志轩 文图

冬季是老年人脑血管
病的多发季节，近日，一位
五旬大妈突发头晕、肢体
无力及意识不清，家人紧
急拨打120，送往漯河市骨
科 医 院（漯 河 医 专 二 附
院）。

然而，经询问患者以
往并无脑血管病、糖尿病

等病史，且肢体无运动及
感觉障碍。经过医生再次
追问得知，患者居住房间
有使用煤炉取暖的情况，
初 步 考 虑 为 一 氧 化 碳
（CO）中毒所致，但又不能
排除脑血管意外。

于是，紧急进行检查：
血氧饱和度降低至 71%，

碳氧血红蛋白（HbCO）浓
度升高至 26.2%，MRI（核
磁共振成像）检查提示双
侧豆状核对称性脑组织水
肿，综合以上检测结果，提
示患者为中度一氧化碳中
毒。最终，患者经过神经
内科二病区医疗专家及
时、精心治疗后康复出院。

一氧化碳中毒命悬一线
漯河市骨科医院精准治疗，患者康复出院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宝霞 卢闯

漯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护航高速春运，情暖旅客返家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李苏 左莹

截至2月6日，为期40天
的2023年春运已然过半。漯
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始终立足“安全、畅通、
有序、温馨”的要求，坚守岗
位、用心服务，全力以赴温暖
人民群众“回家路”，保障春运
工作有序开展。

消除隐患，强化安全监
管。认真开展春运节前安全
检查，加大执法检查、巡查的
力度和频次，严格查处各类涉
路违法行为，保障群众安全出
行。

多方协作，完善应急处
置。加强高速交警、高速公路
经营单位等的联勤联动，提前
做好预案和运力储备，确保高
速公路通行有序高效。

优化服务，做好疫情防
护。严格落实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各项措施，强化疫
情防控常规动作，对公共区域
加强消毒消杀，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对发现身体出现发热
等不适症状的司乘人员，提供
必要的交通服务保障。

春运以来，漯河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设
置宣传咨询点、在服务区
LED电子屏滚动发布等方
式，提升了群众防诈骗等意
识，并坚守值班及时报送春运
相关信息。执法支队共出动
执法人员58余人次，执法车
辆34台次，检查各种运输车
辆50多台次，为人民群众平
安出行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

勉励员工“只争朝夕”
漯河市六院领导节后走访慰问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刘克

近日，漯河市六院（市心
血管病医院）党委书记李俊
才、院长赵森带领全体班子
成员及职能科室负责人，深
入各科室、各部门，走访慰问
医护人员和干部职工。

新年新气象，全院医护人
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已经投
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每到一
处，李俊才、赵森一行都亲切
与医护人员交流，感谢大家舍
小家为大家、坚守工作岗位，
对大家的责任意识和奋力拼
搏的干劲给予高度赞扬，并仔

细询问了节日期间医疗救治、
值班和安全等情况。

李俊才在走访中表示，
过去的一年，在全院上下的
共同努力下，医院圆满完成
各项工作目标任务，交出了
一份奋力出“彩”的精彩答
卷。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
进一步做好谋划，补齐短板
和不足，提升医疗技术水平
和服务能力，以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使命感开好局、起好
步，不断增强患者就医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
连续7年获A级经营评价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裴素华

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公布了2021年度保险公
司法人机构经营评价结果，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再次获
评A级，这也是该公司连续
第七年荣获A级评价。

近年来，中国人寿寿险
公司坚持党的领导与完善公
司治理深度融合，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积极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度
参与政策性保险、健康养老
等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
设，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持续深
入改革创新，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规模价值继续“双领
跑”，总保费收入稳居行业首
位，总资产和投资资产双双
突破5万亿元。一年新业务
价值、内含价值行业领先。

2022年，公司业务稳中
有进，经营效益整体稳健，受
到资本市场高度认可，股价
大幅跑赢大盘，市值领跑国
内保险板块，A股、H股增幅
引领整个保险板块和中资寿
险板块。公司陆续荣获金紫
荆奖“最具投资价值高质量
发展上市公司”“2022年度
亚洲最佳寿险公司”“全球保
险科技企业奖”等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