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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

正风肃纪强队伍
务实为民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谭亚廷）“深入贯彻全
面从严治党方略，促进政法队伍严明纪
律，改进作风，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法司法
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对执法司法
工作的满意度”。5月 6日，在镇平县政法
系统正风肃纪专项行动动员会上，县委对
全县政法系统党员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
拉开了该县政法系统正风肃纪专项行动
的序幕。

据悉，在专项整治行动中，镇平县按
照“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创新”的
要求，突出抓好党规法纪教育，正面、反面
典型教育；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的开展，突出问题导向，查摆政法队伍中
存在的纪律松懈、执法不严等问题，切实
加以整改；针对重点问题和重点领域，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并积极征询群众意见，
接受群众监督，努力构建“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长效机制；对在专项行动中发
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对相关人
员谈话提醒、诫勉教育；对收到的违纪违
法问题线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严
格、及时处理，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
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过硬队伍，
为县域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5月8日，南阳市卧龙区法院院长乔国和带领该院扶贫工作队成
员深入卧龙区蒲山镇宋营、马营、马寨村，帮助贫困户理思路、出主
意、想对策，走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通讯员 丁清菱 摄影报道

南石医院

被授予“国家高级卒中中心”医院

本报讯（通讯员 李春晓）5 月 6 日至 8
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中防治工程委
员会主办的中国卒中中心建设工作会在
北京国家会谇中心召开。河南大学附属
南石医院在大会上被授予“国家高级卒中
中心”医院，也是南阳市惟一获此殊荣的
医院。 开幕式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医管局
副局长郭燕红主持，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
员会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脑防委副
主任王陇德院士，国家卫计委常专员继乐
监察，国家卫计委医疗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赵明钢等领导出席开幕式。

此次中国脑卒中大会上授予河南大
学附属南石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等“高
级卒中中心”称号，这标志着南石医院在
脑血管诊疗方面迈上了更加权威的地
位。该院常务副院长、南阳市脑血管病中
心主任石军锋教授代表医院接牌。 南石
医院自2012年入选“国家卫生计生委脑卒
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医院”以来，不断加强
脑卒中相关诊疗技术培训，提升了脑卒
中学科群各专科急性中风救治能力，特
别是南石医院将门诊、急诊、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介入治疗、医学影像科等院内
先进的优质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并开
辟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从而缩短了卒
中患者从入院到检查和治疗的时间，使
患者得到快速而精准的联合诊治，有效降
低卒中患者的死亡率和致残率。

2012 年以来，南石医院共为 6 万余名
百姓提供过免费卒中筛查，并建立高危、
中危、低危个人档案，脑血管病专家团每
下县、进社区参与义诊或健康讲座，为上
百万群众带去安康。南石医院近三年曾
经被国家卫计委评选为“卒中筛查先进单
位”，院长赵俊祥也被评为“模范院长”。
另外，中心学科带头人石军峰教授、神经
内科一病区主任朱新臣、神经内科三病区
主任魏春华被聘为国家卫计委基地医院
专家委员会委员。“时间就是大脑，时间
就 是 生 命 。”南 石 医 院 专 门 设 立 的
53555555超早期绿色溶栓急救电话，每年
都能使数百名中风患者把握住了4.5小时
黄金治疗期，幸运地从失语、手脚麻、偏瘫
等“恶梦”中走出来。

吸取教训 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南阳市举行“牢记火灾教训，共建平安家园”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志博）
日前，南阳市举行“牢记火灾教训，共建平
安家园”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南阳
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长朱海军出席仪
式并讲话。

启动仪式由南阳市公安局副局长路书
剑主持。南阳市消防支队支队长朱二海宣
读了《全市“牢记火灾教训，共建平安家园”
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

朱海军说，平顶山“5·25”特别重大火
灾事故、郑州“6·25”重大火灾事故影响恶
劣，教训惨痛，也给南阳的消防工作敲响了

警钟。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
想，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履行职责，充分运
用一切手段，大张旗鼓地开展重服务、接地
气、讲实效的宣传活动。要充分发动新闻
媒体、志愿者队伍、文艺团体等社会力量，
在社会各个层面迅速掀起全民消防宣传教
育的高潮。行业部门和社会单位要落实主
体责任，提示宣传实效。要加大消防警示
提示力度，加强社会单位消防从业人员培
训，打牢火灾防控的社会基础。

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观看了重特大
火灾事故和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警示片。

南阳消防艺术团为群众带来了精彩的消防
文艺演出。

据了解，南阳市在 5月份开展“牢记火
灾教训，共建平安家园”消防宣传月活动，
主要是为了深刻吸取平顶山鲁山康乐园老
年公寓“5·2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和郑州关
虎屯“6·25”重大火灾事故教训，预防和减
少火灾事故发生。通过新闻媒体曝光、消
防文艺演出、开展灭火应急演练等形式，全
面普及消防安全常识，不断提高广大人民
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确
保南阳市火灾形势的持续稳定。

为查酒驾
民警深夜徒步追赶10余里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武书
强 熊建）5 月 11 日 22 时许，南召县公安交
警大队组成整治酒驾小分队，深入全县多
个重点路段和重点部位，开展严查酒驾交
通违法专项行动。云阳中队民警李津带
领的一个小组 6 名民警，来到该县云阳镇
鹿鸣山山门一带闹市，对过往车辆司机进
行规范检查。

当日22时20分许，一辆轿车自东向西
驶来。民警张冲立即示意停车接受检查，
但该车驾驶人不减速依然前行，在冲过交
警检查点后嘎然停车，驾驶员打开车门弃
车而逃。李津见状判断该车驾驶人可能
系酒后驾驶，遂带领民警进行追赶。

借着夜幕，逃跑驾驶人跳车向公路北
侧山坡跑去。李津带领民警兵分两路，一
路向路西居民区搜索，一路向山顶追去。
由于道路崎岖，民警们全部步行追赶。

一直到23时30分许，民警张冲在一临
崖转弯路口，发现新鲜的踩踏痕迹。民警们
不顾崖高坡陡，纵身跳下山坡，终于发现了
躲在荆棘丛中的嫌疑人。该人见民警追来，
挺身一跃准备逃跑，被李津、张冲等人制服。

经查，该嫌疑人正是弃车逃跑的酒后
驾驶人，其酒精含量达到酒驾程度。进一
步调查得知，林某，31 岁，为福建省人，几
日前从福建来南召探亲，当天在亲戚家吃
饭时喝酒，然后驾车返回时被查处。

淅川检察院
依托信息平台解决监督难题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刘潮
杰 王克）未办理林木采伐手续，擅自砍伐
自家承包田里的 151 棵杨树。近日，经淅
川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滥伐林木罪
判处雷某有期徒刑两年，缓刑 3 年，并处
罚金 5 万元。这是该院通过“两法衔接”
信息平台发现并监督林业部门移交森林
公安部门立案查处的又一起刑事案件。
2015 年初，该院通过“两法衔接”平台，先
后开展各类专项监督 4 次，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 6 件 6 人，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破坏环境资源案件 7 件 7 人、涉嫌危害
食品安全案件 4 件 5 人，审查逮捕破坏环
境资源类案件 5 件 5 人，移送涉嫌职务犯
罪线索2件3人。

2015 年 3 月，针对群众反映某公司非
法排放含重金属污染物的问题，该院指派
侦监局两名干警提前介入，收集固定证
据，并对该公司的两名涉案人员立案查
处。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紧
密、证据收集不完善等问题，该院通过开
展巡回讲座、专题会议等形式，规范统一
执法标准。截至目前，该院共开展巡回讲
座12场，培训行政执法人员200余人，在国
土、水利等部门开展案件评析研讨6次。

同时，该院还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
联动协作。截至目前，该院已组织召开联
席会议4次，协同审查卷宗32册，挖掘案件
线索 3 件。该院还积极建立监督反馈机
制，将发出的检察建议等文书抄送政府监
察局、法制办等部门，形成监督合力。

手抄党章献七一 努力争做好党员
南阳市宛城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一专题主题活动

本报讯（实习记者 刘震 通讯员 袁
永强 张度 曾山）为进一步加强党员的
党性修养，引导党员自觉学习党章，遵
守党章，增强党员守纪律、讲规矩的
政治意识和规矩意识，南阳市宛城区
各级党组织积极组织党员开展“学党
章、抄党章、履党章，争做合格党员”专
题活动，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开
了个好头。

参与学习教育的党员纷纷表示，在
学党章、抄党章的过程中，把党员义务、

权利和党的纪律印到了脑海里，更加深
刻、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的宗
旨、誓词，做到对党章内记于心，外化于
形。通过抄写党章，不仅重温了党章，
牢记党员责任和使命，也让党章、党规
净化了心灵，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
念，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务实为民的激
情和斗志；同时，还进一步端正了广大
党员干部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也用传
统方式让大家重温了书写的乐趣，在抄
写过程中体验着久违的一缕墨香。

5 月 9 日下午，西峡县
法院根据正风肃纪专项行
动的安排部署举办廉政教
育专题讲座，院党组书记、
院长赵曙君为全体干警和
工作人员讲授廉政党课，结
合工作实际，教育干警严守
纪律、勤政廉政。 通讯员
王晶雅胡娅丽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