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6日，永城市“医院后勤管理标准化、智能化培训班”在该市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举行开班仪式。据悉，此次培训旨在拓

宽管理视野，以信息化、智能化的后勤服务，推动医疗服务向优质、高效、便捷、安全的方向前进，促进医院发展，赢得患者认同。本报

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闫蕾摄

永城新闻52019年10月31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韩新愚 电话∶0371-65795717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仰瑞农村版

闫庄村位于永城市薛湖镇政府东南

6公里处，辖6个自然村、7个村民组，人口

1500人，党员35名，建档立卡贫困户2户

（现已全部脱贫），耕地1800亩，文化积淀

深厚，是全省唯一的“诗词之村”。

近期以来，闫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以

提升农民生活品质为根本，以展现农村生

态魅力为特色，围绕科学规划布局美、村

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

明身心美的“四美乡村”总体要求，以开展

“创建文明村”“创建十星级文明户”活动

为载体，着力打造美丽闫庄，村容村貌得

到显著改善，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幸福

感得到有效提升。

弘扬诗词文化，丰富群众精神生活。

2015年5月，闫庄村“圆梦”诗社创立，并

出版了省内唯一村级刊物《草根吟》，现已

出版三期。目前该村已有中华诗词会员

3人，省级诗词会员5人，市级诗词会员

10人，共有40多人加入薛湖镇诗词协会，

多人诗作编入《中州诗刊》《永城诗词》《薛

湖放歌》诗集。

众多农民诗人拿起笔杆子写诗赋词，

讴歌时代，咏物寄情，书写人生。2016

年，闫庄村挂牌市级“诗词之村”，2018年

建成闫庄诗词文化园，其中诗碑收录了优

秀诗词作品105篇，形成集文化休闲、观

赏娱乐、抒发情感于一体的园林景观，吸

引众多群众来园内畅游、吟诗、品诗、写

诗、赛诗，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

着力发展经济，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前

进。2018年，闫庄村在全镇率先完成“厕

所革命”任务；2019年，基本完成了“村村

通”“户户通”工程，新修水泥路4.4公里，

主要路段统一安装路灯140余盏。

目前，闫庄村正着力创建省级综合示

范村，现有占地17亩的闫庄工业园区，已

入驻企业4个，解决100多人就近就业；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种植山药600

亩，助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

树立文明新风，打造美丽乡村。闫

庄村在弘扬诗词文化，推动各项工作稳

步前进的基础上，率先开展“六废利用”，

并以王庄组为试点，积极进行“六废利

用”，对村内空闲宅基地、废旧坑塘、废旧

房屋、旧砖头等旧物件综合利用，种植花

草林果蔬菜，绿化院内院外、房前屋后，

使村容村貌得到较大改善。在推动各项

工作稳步前进的同时，闫庄村还致力于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修订完善了村“一约

五会”，党员干部带头摒弃大操大办等落

后习俗，积极引导村民移风易俗，传承家

规家训等优秀文化，已连续开展了三届

好媳妇、好婆婆、文明户、道德模范等“四

评”表彰。近年来，全村治安稳定，邻里

和睦，无群众上访、违法犯罪行为，文明新

风蔚然成风。

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完善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最高人民法

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

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加快建设智慧法院的意见》均

指出，要建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

效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为节约日益紧张的司法资源，缓解办

案压力，促进社会矛盾有效预防和化解，

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在线调解平台——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该平台于今年2月

28日在全国法院正式上线试运行。

该平台利用司法大数据、人工智能、

移动互联网等创新技术，聚合法院的审判

调解资源和全社会的纠纷化解资源，实现

纠纷解决预判、调解资源共享、调解数据

分析等功能，是集在线调解、在线司法确

认、在线申请立案等为一体的统一调解平

台。

据永城市法院立案庭庭长王苗介绍，

人民法院调解平台适用于家事纠纷、相邻

关系纠纷、劳动争议、民间借贷、物业服务

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消费者

权益保护、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的

额较小的买卖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纠

纷。当事人既可以自愿在线申请调解，又

可以通过人民法院申请在线调解。

永城市薛湖镇朱坑村曹某、朱某夫妻

就通过在线调解平台，化解了夫妻间的矛

盾。原来，夫妻两人婚后经常因为子女问

题争吵不休，影响了夫妻感情，原告曹某

便起诉请求解除婚姻关系并处理婚姻关

系期间的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问题。永

城市法院程序分流员接收材料后，发现本

案适宜诉前调解，在征得曹某同意后，将

该案委派给市司法局驻市法院调解员潘

玉洁进行诉前调解。潘玉洁接到委派后

便立即通过手机联系朱某，在确认朱某同

意调解后便开始做双方的调解工作。经

过初步沟通，调解员发现子女抚养是本案

的突破口，从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方

面做两人的思想工作，最终通过耐心细致

的调解，曹某撤回了离婚起诉。整个调解

过程当事人不需多次往返法院即可解决

纠纷。调解员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平

台可与当事人进行电话及视频调解，当事

人只需动动手指下载在线调解APP即可

在任何地方接受调解，免去了往返法院的

麻烦，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也提高了调

解效率。

据了解，自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在永城

市上线以来，该院共将1名人民调解员、2

名律师调解员、3名退休法官调解员及5

名社会热心人士调解员纳入市法院特邀

调解员名册开展诉前调解工作。截至目

前，该院共接收236件调解案件，其中，调

解成功48起，调解成功率达20%，平均用

时14天。

为让广大市民了解如何运用该平台

申请调解，记者梳理了在线调解流程。调

解发起分为当事人在互联网上申请调解

和法院委派调解、委托调解。当事人申请

调解的，不需到法院，也不必事先准备起

诉书，只需在调解平台上编辑自己和对方

的基本情况与联系方式，并简要描述纠纷

概况，拍照上传证据材料，即完成了在线

申请。申请成功后当事人可在平台上自

行选择平台推荐的符合案情的调解员，之

后平台会短信通知调解员和当事人。调

解员受理后，可与当事人远程视频或电话

联系，如能调解成功，调解员可将调解方

案、调解协议录入并推送给当事人，当事

人通过手机或互联网确认调解协议，调解

员便可申请结案。如需要法院出具调解

书或申请司法确认，当事人均可在线进行

申请。诉前调解和申请法院司法确认不

需要任何费用，如需出具调解书可比照财

产案件减半收取费用。

法院委派调解或委托调解，是指对起

诉到法院的案件由法院的程序分流员进

行诉前分流，对适宜诉前调解的案件，征

得当事人同意后，由法院将案件相关信息

录入在线调解平台，并指派特邀调解员进

行调解。王苗说，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具有

全国调解资源共享、调解渠道灵活开放、

纠纷解决高效便捷、诉调对接案件分流等

特色，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满足

了人民群众便捷高效解决纠纷的需求。

一缕深深的乡愁，一脉浓浓的乡

情，让越来越多在外创业的游子们关注

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热爱家乡、反哺家

乡成为他们的共同祈愿。永城市高庄

镇走出来的成功人士北京商丘商会常

务副会长孙兴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为支持家乡建设，近日，孙兴杰向

永城市高庄镇捐赠10万元现金的消息

不胫而走，在当地引起很大轰动，父老

乡亲都称赞他致富不忘家乡人，慷慨解

囊风格高尚。

孙兴杰是高庄镇练庄村人，1992年

怀揣梦想离开家乡，凭着创业的激情、

精明的头脑、勤奋的干劲、诚信的准则，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上“风风火火”的创

业路，通过20多年的打拼成为高庄镇首

屈一指的农民企业家。

成功后的孙兴杰一直保持着勤俭节

约的作风，更让人钦佩的是远在北京的他

仍一直念念不忘养育自己的家乡。“我出

钱捐助建设家乡是想看到家乡更美好，倡

议更多的家乡优秀企业家来帮忙，这样才

能建设好家乡。”孙兴杰对记者说道。

致富不忘家乡，真情回馈社会。他的

企业做得“风生水起”，他的乡情始终未曾

断过。尤其是在自己事业有成的时候，时

刻把家乡建设挂记在心。近几年来，孙兴

杰先后投入近百万元帮助家乡建村室、文

化广场、修路，逢年过节慰问村里的老人，

将幸福安康带给家乡的父老，用真情演绎

乡思、乡情、乡愁的动人故事。近日，得悉

家乡的乡村振兴建设如火如荼，车集村、

前张村、黄李村等村在高庄镇党委、镇政

府的倡导、关心、支持下，各村的乡贤们

踊跃投身乡村振兴之中，借助该市开展

的农村“四大革命”和全镇开展的“三清

三拆一包一改”工作，不断加大乡村振兴

建设力度，各村按照“生态宜居”的标准

进行提升改造，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乡

村振兴是一项投入大、管护难的社会系

统工程，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为

激发全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镇、村分

别发出推进乡村振兴募捐活动倡议，孙

兴杰积极响应号召以个人名义带头捐款

10万元支持家乡建设，被当地干部群众

传为佳话，也成为高庄镇走出来的成功

人士学习的典范。

“我打心眼里感谢党！要不是赶上

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策，俺一家人就是

再过10年也摘不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10月29日，在永城市卧龙镇潘楼村的

曹楼组，打工返乡正在帮助妻子王金枝

拾掇家务的曹继月告诉记者说。

今年55岁的曹继月，原有一个幸福

和谐的家庭。可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

春季，曹继月唯一的儿子曹明（化名，现

已病故）不幸患上了前列腺癌，从此一

家人便走上了一条为儿子寻医救治的

心酸路。

据陪同采访的潘楼村村委会主任

赵军月介绍，当时，曹继月的家庭在农

村来说可以说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儿

子、儿媳在新城与朋友开了一家家具门

市部，曹继月常年在外打工，其妻子王

金枝在家里料理家务，一家人可谓是其

乐融融、幸福完美。“可自从曹明检查确

诊患有前列腺癌后，当年为救治就花掉

了曹继月家里多年的积蓄，而且还欠了

一屁股的外债，导致家庭极度贫困。”赵

军月介绍说，2016年，经过市农业农村

局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入户走访和精准

识别，及时把曹继月一家纳入了贫困

户，并按照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进行了

多项精准扶持。

“曹继月是我们永城市众多贫困户

中因病致贫的一个典例。我们驻村扶贫

工作队在为曹继月一家严格落实了各项

扶贫政策的同时，又及时向上级申请为

曹明办理了大病救助，极大地缓解了曹

继月一家人的救治负担和经济压力。”驻

村第一书记张雨亭介绍说，在曹继月家

庭情况稳定后，驻村工作队又及时联系

该村在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家曹永，以每

人每年年薪6万元的高薪安置曹继月夫

妻俩在淮北海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进行

务工，再加上曹继月家里承包地的经济

收入，当年就实现经济纯收入13万多元。

国家的大病救助政策，缓解了曹继月

为儿子治病的经济压力；全家人享受的低

保救助政策，使全家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

保障；驻村扶贫工作队的精准施策帮扶，

让曹继月一家人摆脱了贫困枷锁的禁锢

（目前，曹继月几乎还清了为儿子治病欠

的外债），走上了光荣脱贫的阳光大道。“感

谢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好政策，多亏驻村

工作队的精准帮扶，要不俺曹继月啥时也

脱不了贫呀！”此时，曹继月紧紧握住张雨

亭一双温暖的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深秋的清晨伴着第一缕阳光，脱贫

户独居老人梁贵英骑着三轮车，拿着镊

子，在永城市太丘镇吴圩村张井组宽敞

整洁的村道上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从

一贫如洗的贫困户到生活有保障的“月

薪族”，架起这座桥的是扶贫公益岗。

采访期间，记者跟随永城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驻村“第一书记”王彩梅

来到梁贵英家中，推开一扇蓝色大门，整

洁的小院儿让人眼前一亮，屋内家具摆

放整齐，生活用品各归其位、井井有条。

“贵英姨是个十分干净体面的人，家里始

终井井有条。”王彩梅告诉记者。

今年53岁的梁贵英目前只身一人

生活，丈夫张绍进于2017年底病故，唯

一的女儿也嫁人离家。“俺当家的得了

腹部脂肪纤维肿瘤，五年手术五次，右

肾切除。”回忆过往，梁贵英湿润了双

眼，在2015年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时，

因给丈夫治病家中已经没有任何经济

收入来源，连基本的医药费都难以负

担，生活陷入了困境。

“要不是咱工作队王书记和队员们的

帮助我现在也不能走出来，他们不是和我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却比亲人对我还好。”

说起“第一书记”王彩梅和工作队队员的

帮助，梁贵英感激不已。了解到梁贵英的

困难后，驻村工作队向她伸出了援手，不

仅为她申请了低保，让她每年有1848元

的最低生活保障，还为她翻新了房屋，添

置了家具家电，改善了住房条件。考虑到

她的家庭情况，工作队为其量身设计了产

业扶贫的脱贫良方，到户增收项目入股企

业分红400元，生产经营性纯收入3400

元，粮食直补374.24元，社会帮扶4000

元，电费补贴67.2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17

年，工作队又帮助梁贵英申请了公益

岗，担任村里的保洁员，一年下来有

9600元收入。上岗后，梁贵英十分尽

责，每天上午下午打扫两次，晚上去垃

圾中转站运送垃圾。“工作就在家门口，

活儿不重又能锻炼身体，能为村里做点

事情，我很知足。”用梁贵英自己的话

说，这也是对党和政府的一种回馈。

本报讯（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

讯员纪婷 马倩）10月24日，经过中国医

院6S管理联盟专家组的验收检查，永城

市中心医院各项工作均满足6S管理联盟

等级评价标准要求，以高分通过验收审

核。

审核过程中，专家组从办公区、工作

区、文化素养、安全管理4个方面，通过查

阅原始资料、实地走访、检查、考核等方

法，对永城市中心医院6S管理工作进行

逐项验收。验收审核后，专家组对该院

6S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永

城市中心医院进一步建立长效考核机制

和激励机制，坚持推行6S管理；要将6S

管理与医院工作紧密融合，持续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通过6S管理进一步提升职工

素养，保障医疗安全，推动医院不断创新

发展。“我们将根据审核组的意见和建议

做好后续整改工作，用6S管理的理念全

面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以更高的标准持

续推行6S管理，进一步提升医院核心竞

争力以及管理水平。”永城市中心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祝亮表示。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丁涛 通

讯员李莉欧亚）10月18日，永城市货运

源头治超工作推进会在该市交通运输局

召开。永城市政府党组成员、市治超领

导小组组长张福光参加会议并讲话。市

交通、公安、应急保障局、督查局、市场监

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29个乡镇相关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120余家源头企业和

运输企业管理人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永城市治理货运车辆

超限超载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推进货运源

头科技治超非现场执法工作的通知》，通

报了云南临沧3.02重大交通事故、海南

屯昌9.24重大交通事故等多起因超限超

载引发的严重交通事故案例。

张福光在讲话中指出，治超是一项系

统性极强的工作，难度大、任务重，要强化

宣传引导，多形式、多方式宣传治超法规，

让货运源头单位提高合规装载和守法运输

的意识；要落实好源头治超监管职责，坚持

严管合法、打击非法，对货物装载源头开展

全面排查，摸清底数，登记建档；要落实好

源头治超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教育、管

理，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车辆装载及运行

全过程监控，防止驾驶人违法超限运输；要

推进科技治超，提高治理水平，各部门之间

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综合治理。

本报讯（记者李燕实习生杨哲洋通

讯员王多谷蕾）近日，永城市城厢乡以平

安建设为抓手，组织该乡司法所工作人员

走进辖区农家庭院开展“庭院说法”活动，

与群众拉家常、讲法律、讲政策、讲道理，

解答疑惑、化解矛盾纠纷，拉近了群众感

情，推进了平安建设。

在开展“庭院说法”活动中，该乡司法

所工作人员坚持矛盾纠纷调处与普法相

结合，着力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

权意识，引导群众通过正当渠道反映诉求

和问题，事前讲法、事中明法、事后析法，

把矛盾纠纷调解的过程变为群众学法、懂

法、守法的过程，真正做到在矛盾纠纷化

解中普法宣传、在普法宣传中预防和化解

矛盾纠纷，让“庭院说法”活动成为打开群

众知法、守法、用法的“金钥匙”。活动开

展以来，该乡通过“庭院说法”化解纠纷

12起，开展普法宣传19场，有效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记者李燕 实习生丁涛 通

讯员李永孝刘丹）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进一步推动书法艺术进校园、进社区、进

单位、进家庭热潮，10月18日，2019年永

城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暨

“电大杯”书法大赛在该市太丘镇太丘书

院举行，来自全市各乡镇、市直各单位的

200名书法爱好者齐聚一堂，现场“打

擂”。

此次书法大赛分为成人组和学生组，采

取现场书写、现场评比、现场颁奖的方式，分

别决出一、二、三等奖。比赛只限毛笔（软

笔）书法，时间为60分钟，字体不限，尺寸不

超过四尺整纸，全部竖式书写。书写内容以

弘扬传统国学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

中国梦，歌颂新时代、新生活为主旋律。

比赛现场，翰墨飘香。选手们聚精会

神，不一会儿，一幅幅灵动的书法作品跃

然纸上，行如流水的楷书、龙飞凤舞的草

书、大气磅礴的行书，每幅作品都渗透着

古韵与墨香。近年来，太丘镇经过不断探

索，利用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建了特

色教育品牌——太丘书院。目前，该镇以

太丘书院为核心，通过资源整合，与陈寔

公园、黄桥民俗旅游村、万亩双膜西瓜种

植基地联系起来，已初步打造成一条集科

普、体验、旅游于一体的游学、研学线路。

永城市法院 动动指尖实现免费调解
□本报记者李燕

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王多

永城市 全面排查 源头治超

永城市薛湖镇闫庄村

弘扬诗词文化 打造文明乡村
□本报记者李燕

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聂云龙魏倩

永城市太丘镇 200名书法爱好者现场“打擂”

永城市高庄镇孙兴杰

用真情演绎乡情
□本报记者李燕

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李德红

永城市太丘镇梁贵英

独居老人有所依
□本报记者李燕

实习生丁涛通讯员何燕子李峰

永城市卧龙镇曹继月

光荣脱贫颂党恩

连日来，在永城市马牧

镇返乡创业人员永龙飞的哈

密瓜种植基地里，村民忙着

采摘、分拣、装车。据了解，

该种植基地拥有300亩温室

大棚，每年每亩利润2500

元至3000元，带动周围100

余名村民增收。本报记者

李燕 实习生 杨哲洋 通讯员

袁国豪杜康摄

□本报记者李燕
实习生杨哲洋通讯员王永亮

永城市城厢乡
走进农家开展“庭院说法”

永城市中心医院

顺利通过6S管理达标
验收审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