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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5 日早晨 8 时，国网濮阳县
供电公司办公区和家属区门口，焦裕
禄共产党员服务队准时到岗，开始一
天的值守。他们身上的马甲是“党旗
红”，面对疫情，他们带头站在应对疫
情第一线，以身作则，担当作为，走在
前，做在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命。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按照省、市供电公司防疫工作部署和
濮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要求，国
网濮阳县供电公司党委第一时间对途
经高风险区域的人员里密切接触家属
进行深入排查，并于 8月 6日启动“防
疫攻坚 党员当先”专项行动，在公司
办公区、家属区及中心供电所各营业
入口设置党员值班岗，每两人一组轮
流值班。严格落实来访人员登记、扫
码、测温、消毒等流程，筑牢疫情防控

防线，确保公司工作生活环境、营业窗
口环境的防疫安全。该公司广大党员
还作为志愿者参与到所在社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在小区值班值守、入户排
查等工作中发挥作用。

“来，把孩子给我吧，您先办理业
务，我给您看一会儿孩子。”8月 17日，
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城区中心供电所
主任从用户手中接过熟睡的孩子，并
温馨提醒用户不用着急，放心办理用
电业务，这是该公司城区中心供电所
共产党员值班岗发生的暖心一幕。原
来，8月 16日，濮阳县各小学初中发布
了 2021年招生通知，通知中要求学生
入学审核材料需提供三个月家庭用电
发票，当天前来办理此业务的用户多
达 1300余人，其中一位用户手中抱着
熟睡的孩子，脸上写满了焦虑。濮阳
县城区中心供电所主任看到这一切，
主动走过去接过用户手里的孩子，当

起孩子的“临时母亲”。
为有效降低前来办理业务的用户

聚集带来的防控风险，濮阳县供电公司
积极安排部署，组织焦裕禄党员服务队
提前上班，推迟下班时间，对营业厅办电
窗口、桌椅、登记台等，进行全方位消毒，
不留死角。随着用户流动量的增加，加
大消杀的频度，并不断提醒用户保持一
米距离，确保现场秩序可控、在控。同
时，引导排队等待的用户安装注册网上
国网App，告知用户可在App上办理
电费缴纳、电费查询、电价咨询、用电办
理等业务，并耐心讲解具体使用方法，让
用户感受到线上办电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在防疫工作中，该公司焦裕禄党
员服务队“穿马甲、亮身份、铭誓言、打
头阵”，积极参与，率先作为，始终坚持
走在最前面、冲在第一线，做到了一名
党员一面旗帜，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
坚实保障。 （王凌博）

国网濮阳县供电公司：疫情防控责任重 党员先行担使命
“人员进入小区，必须测温、扫码、戴口罩。”“外卖、快

递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小区，由业主到指定地点自行领取。”
8月起，郑州中牟县青年路街道纪工委组织力量，深入8个
村7个社区开展监督检查，针对部分小区防疫工作中存在
的薄弱环节，通过现场告知、下发整改通知书、二次检查、
通报排名等方式及时督促整改。疫情来袭，防控责任重
大。青年路街道闻令而动，立即组织精锐力量，下沉抗疫
一线，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切实扛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的政治责任。街道纪工委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牢
牢驻守在封控区域防疫第一线，由纪工委书记牵头带队，
深入辖区 212个卡点，紧盯重点环节、重点岗位、重点人
员，围绕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封控小区管理、核酸筛查
等重点工作开展监督检查，发现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等方面
问题 190余个，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迅速整改，推动科学有
序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该街道纪工委在深入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的同时，
动员组建志愿服务队，奔赴抗疫第一线，协助社区工作人
员做好居民行程排查登记、测量体温、信息核实、政策解
答、核酸检测工作，与基层村组干部群众合力铸成抗疫的
铜墙铁壁。 （修小娟）

牢牢驻守防疫一线 以监督实效保障疫情防控
“现在用水报装真方便啊，办理新增用户装表业务，只

需进行网上申请，从施工到验收通水仅用时4个工作日。”尚
霖酒店负责人激动地说。这是濮阳市自来水公司为优化营
商环境，推出“12110”供水报装政策，让用户“零跑腿”“网上
办”服务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濮阳市自来水公司纪委聚
焦主责主业，充分发挥“监督的再监督”职能，着力破解影响
营商环境的痛点、难点、堵点，扫除营商环境发展障碍，及时
打通服务用户的“最后一公里”，让越来越多的用户感受到服
务环境的变化。8月13日，在接到尚霖酒店的用水报装申请
后，公司纪委书记立即带队实地督导接水全过程，经过实地
勘察，与商户负责人沟通协商，现场确定了管网走向和表井
安装位置，要求市场发展部加班设计图纸。8月16日此接水
项目开始施工。19日，公司纪委书记又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
起，到现场对工程进行验收，与商户负责人询问通水情况和
用水问题等。同时，公司工作人员还主动将开好的发票交到
商户负责人手中，真正实现用户“零跑腿”。从用水报装申请
到验收通水，公司纪委全程监督，并及时组织召开相关部门
优化营商环境座谈会，向有关职能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将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刘文胜 韩晓慧）

打通服务用户“最后一公里”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

□本报记者 徐东坡
本报通讯员 侯晖 朱雷

“4名‘暴恐分子’作案后逃窜
至隐秘山洞……”前段时间，武警
某部一场反恐综合演练在山林深
处打响。

一番激战后，一名“暴恐分
子”将挟持的“人质”挡在身前，负
隅顽抗。说时迟那时快，一声枪
响，“暴恐分子”应声倒下。

艺高人胆大。带领特战队员
果断出击的，是该部副大队长屈
可。

老家开封的屈可参军已有16
年，他矢志精武强能，4次参加国
际特种兵比武夺得 11 座奖杯。
因训练突出、作战英勇，他先后荣
立一等功 2次、二等功 3次、三等
功2次。

屈可曾奉命执行反恐任务。
面对暴恐分子接连扔出的汽油
弹、砖块，他毫不退缩，与队员协
同配合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
解救出被困群众。他还曾奉命担
负重要警卫任务，突遇险情，他第
一时间用身体做掩护，将警卫对
象紧紧压在身下，并组织警卫组
成员准备战斗。

2014 年 5 月 1 日，位于约旦
首都安曼的阿卜杜拉国王特战训
练中心硝烟弥漫，来自中、美、俄
等 18个国家 33支代表队的反恐
特战精英同台竞技，展开激烈角
逐。比赛进行到第 3 天，一直遥

遥领先的中国队在“街区突击”课
目比赛中因翻译失误被判罚加时
240秒，导致成绩急剧下滑，跌落
至参赛队第19名。

“比赛可以输，但精神不能
丢，我们代表的是中国军人！”左
脚受伤的屈可站出来给队员们加
油鼓劲。

机会终于来了。在“三个火
枪手”课目中，先上场的队员动作
干净利落，全部命中目标。“成败
在此一举！”屈可调整呼吸，瞄准、
击发，6个钢靶依次倒地。最终，
他们以 65 发全部命中的成绩拿
下该课目第一名，中国队成功逆
袭卫冕。

“如果在战场上相遇，我们希
望优秀的中国军人是盟友而不是
敌人。”赛后，外军裁判握着屈可
的手说。

去年，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
会议上，屈可被表彰为“全军军事
训练先进个人”。但屈可缺席了
这次会议，因为他仍战斗在执勤
一线。

“没能到现场接受表彰虽有
遗憾，但作为一名军人，我深知使
命最光荣。”相隔上千公里，屈可
在电话采访中坚定地说。

勋 章 挂 胸
前 ，使 命 烙 胸
膛。强军兴军征
程中，他用热血
忠诚践行使命担
当。③9

□本报记者 李倩 实习生 余沚瑶

8月底的这场雨让张遂升揪心。
从 8月 28日下午开始，巩义市米河

镇的雨就没停过，与米河卫生院后门仅
一路之隔的汜河水位上涨近一倍。

当天上午，卫生院院长张遂升带着
几十名医生护士挥铁锨、装沙袋、搬物
资，在医院后门筑起一道一米多高的防
汛墙。“不打无准备的仗，把一切预案都
做到前面。”张遂升说，这是“7·20”那场
暴雨带给他的切身感受。

回想起那场雨，张遂升至今心有余
悸，暴雨让米河卫生院损失严重；但同
时，恢复重建的过程，也让他温暖踏实，
来自各方的救援力量让当时如同孤岛的
米河不再孤单。

危急

一个多月前，米河卫生院遭遇了什
么？先看一组数据：

7月 20日当天，巩义突降暴雨，镇区
被雨淹没、道路坍塌、通信中断、2万余
人受灾。

“水从后门涌进来，积水从膝盖很快
就涨到和住院部一楼齐平。”张遂升翻出

当时的手机画面，滚滚洪流冲垮后门围
墙，一路冲到住院部、CT室、药房、病房
楼……

洪峰后，米河卫生院三栋楼体的一
楼被一米多深的淤泥覆盖，医疗设备几
乎全数被毁，门板被冲倒、窗户被击碎，
满目疮痍。

营救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众人协力的营
救。

转移！水位迅速上涨，住院部二楼
三楼的患者必须赶快转移到相对安全的
高处。人背、肩扛、担架抬，医生护士们
一趟趟接力、一次次往返，终于把114名
患者和家属安全转移。

清淤！“山洪退后淤泥有一米多深，
清理难度非常大。”当天夜里，巩义市总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来军带领 8辆救
护车、70多人的防汛医疗救援队赶到米
河，连夜开始抗灾抢险，为受灾群众提供
医疗救治。随后几天，该市医共体所属
的 18家乡镇卫生院、400多名医护工作
者组成志愿者团体也来帮助清淤。

“淤泥用铁锨铲一铲流一半，挥两次
才能铲出一次的量。”巩义市总医院副院

长郜炎辉说，最后大家想出个办法，室内
的人用铁锨往外推，在走廊的人用木板
往外推，就这样一锨锨把淤泥运出去。

上万平方米的淤泥，6天时间全部
清理干净。

重生

7月 26日，米河卫生院重新开诊，复
诊后将覆盖附近 19个行政村、近 10万
群众。这不仅意味着这家卫生院的诊疗
已基本恢复到灾前水平，也意味着它将
和米河镇一起在灾后重建中恢复生机活
力。

复诊前，巩义市总医院调配来医用
耗材、办公家具、基础药品；复星集团捐
助的移动 DR 及一批感冒、消炎等药品
陆续到位……

复诊前一晚，恢复供电、供水和网
络，医院连夜通知具备诊疗条件的科室
第二天开诊。

复诊当天，58岁的骨外科副主任医
师马耀周不到7点就开始坐诊。

卫生院复诊后的第一个就诊患者，
是一名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人，他
说，“没想到这么快重新开诊，在家停药
一周多，不敢再耽搁了！”

……
张遂升说，让米河卫生院绝境重生

的，不仅是来自巩义市总医院医共体成
员单位的帮助，更是社会大家庭的齐心
协力。

在米河卫生院一楼有一处未粉刷的
墙壁，洪水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两米多
高的水位线处立有一个标识牌：“振奋精
神、重振米河”。张遂升指着牌子很是动
情，“一场雨，一家人，一条心，这就是我
们米河人的精神。”③5

一场雨 一家人 一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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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复诊后的米
河卫生院。⑨6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耿
毅卓 摄

□本报记者 胡舒彤

近日，中通、韵达、极兔等多家快递公司陆续发出
通知，从9月1日起全网派费每票上调0.1元。

派费上调会不会带来快递费上涨，释放出快递业
发展的什么信号？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部门负责人。

“派费是在企业内部结算，与快递小哥的工资挂
钩。每票上调 0.1元，意味着快递小哥每送一件就可
以多挣 1毛钱。”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派件费
并不等于快递费，它的上调不会造成用户寄件费用上
涨。

该负责人还表示，此次派费调整是各家快递公司贯
彻中央七部委制定的《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
障的工作意见》，进一步落实国家邮政局关于做好快递员
权益保障工作的具体部署，切实维护快递员合法权益。

“别看是一毛钱的事，但累计起来，对快递员来说
也不是个小数目。”中通快递公司网络经理姚松强说，
一名业务熟练的快递小哥每天派送快件 300多票，全
网派费每票上调 0.1元后，快递小哥每个月就可以多
拿1000元左右的工资。

快递加盟网点近年来普遍因为人力、物业等成本
上升，出现增量不增收，部分快递网点甚至出现负利
润，快递总部公司上涨派费，能缓解快递网点经营压
力，稳定基层队伍。且派送费提高，利于提高快递员到
门配送积极性，利于消费体验改善。

据悉，今年以来，多部门多次出台政策管制快递市场
无序价格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此次
派费上涨，释放出促进快递行业回归理性发展的信号。

“目前我省快递行业处于从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
的窗口期。提高派费会增加运营成本，快递企业唯有
不断升级服务，强化精益管理才能对冲成本上升压力，
在市场站稳脚跟，促进快递行业健康发展。”省邮政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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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费是在企业内部结算，
与快递小哥的工资挂钩

每票上调 0.1 元，意味着
快递小哥每送一件就可
以多挣1毛钱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于娇
燕 段万卿）8月 30日，记者从省水利厅
获悉，经过21天的艰苦奋战，备受社会各
界关注的陆浑灌区“7·20”水毁工程之一
的总干渠柴庄沟渡槽槽体已于26日复位
成功，标志着柴庄沟渡槽应急抢修取得决
定性胜利，为月底通水奠定坚实基础。

渡槽受损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和
损失，导致总干渠无法通水运行，对陆
浑灌区各县（市）100 余万亩良田的农
业灌溉，伊川、汝阳县产业集聚区工业
供水以及汝州、巩义市近 200万人生活
用水等造成严重影响。

渡槽受损后，从7月21日开始设计应
急抢修方案到8月6日两台500吨履带起
重机进场，仅用了15天时间；8月8日总干
渠柴庄沟渡槽应急抢修完成槽体吊装任

务，同时对受损渡槽支架进行了拆除，开
始了支撑渡槽的钢立柱与支撑钢梁的安
装工作。经过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最终
使这个倾斜了20多天，最大倾斜近40厘
米，总重量近400吨的“庞然大物”安全、稳
妥、成功地回到了原来位置。

这次渡槽槽体的成功复位难度大、
技术含量高，稍有不慎便会造成槽体坠
落或槽体错位等严重事故和问题。施
工过程中，有关施工单位解决了吊装过
程中现浇双悬臂渡槽吊装位置、整体拼
装安装支撑钢排架等技术难题，并为大
型渡槽的吊装复位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成功经验。③7

▶陆浑灌区水毁总干渠柴庄沟渡槽
槽体复位成功。⑨6 谭勇 段万卿 摄

陆浑灌区水毁渡槽槽体复位成功

8 月 30日，尉
氏县消防救援大队
和庄头镇党员干部
在贾鲁河高庙险工
段进行灾情抢险，
全力以赴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⑨6 李新义
庞永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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