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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 5日至 6日，“河
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呼吸治疗
分会学术年会”在郑州召开。会
议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
办，以“呼吸内镜介入医学”为主
题，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及省内知

名教授学者做相关的学术报告，
旨在提高呼吸治疗技术水平，及
时了解国内外最新进展，增进全
省呼吸、重症医学相关专业同道
们的交流与合作。

在病例分享环节，来自郑大
一附院、新乡市中心医院等 9家
医院的专家分享各自的病例。中
牟县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娄兴旺
作为县级医院代表，以电子胸腔
镜检查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开始，
结合病例，分享自己的诊疗心
得。娄兴旺精彩的病例分享获得
参会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最终

荣获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颁
发的“最佳技术操作奖”。

该院呼吸内科成立于 2003
年，开展气道病、感染性疾病、肿
瘤、血管病、少量间质病、呼吸睡
眠疾病的诊疗。科室与郑州大学
一附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建立合
作。近年来，来自中日友好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
院、朝阳医院、北京医院等名院专
家教授到县人民医院指导教学，
诊疗水平大幅提升。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张志磊 文/图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
牟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各有关
单位把承办的民生实事办理
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细化
任务、狠抓落实，克难攻坚，各
项民生实事全面推进，总体进
展良好。

中牟共承办 13项省重点
实事、25 项市重点实事项
目。截至 6 月底，已完成 4
项，进展较快两项，按时间节

点正常推进 23项，上级尚未
下达具体任务 6项，进展缓慢
及需持续重点关注 3 项。
2019年，中牟县确定重点民
生实事项目 10件，截至 6月
底，已完成 1项，进展较快两
项，按时间节点正常推进 4
项，进展缓慢及需持续重点
关注 3项。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冉琦 董晨辉

中牟交出民生实事“期中答卷”

“双优”“双带”只为你 文化惠民乐不疲
本报讯 7月 9日晚，由中牟县委

宣传部主办、中牟县文化广电旅游局
承办、中牟县广播电视总台协办的中
牟县“双优”“双带”文化惠民工程暨
百姓宣讲直通车基层巡演系列演出
在郑庵镇春晖社区、大庄村两地同时
开演。两场演出活动同时在《新时代
赞歌》中拉开帷幕，优美的旋律、欢快
的舞姿、婉转而悠扬的歌声将现场观
众带进浓浓的艺术氛围之中。每场演
出都有歌曲、舞蹈、小品、魔术、戏曲等
10余个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演
出现场激情四射，精彩的表演赢得观
众阵阵掌声。中牟时报 徐少杰
通讯员 邓露露 文/图

中牟公安多警联动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坚决实现交通秩序综合环境质的提升
本报讯 为迅速掀起城市环境

整治提升和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热
潮，7月8日，中牟县公安局召开交
通秩序综合整治动员部署会议。

会上，县公安局正科级干部
梁军成传达《中牟县公安局渣土车
重型货车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县公安局长栗英提出具体

要求。栗英强调：认清严峻形势，
强化整治措施，突出重点区域，严
格督导检查，掀起宣传攻势，确保
实现目标。中牟县公安局要全警
齐上阵、当好主力军，拿出更大勇
气、更大力度、更大措施，坚决实现
交通秩序综合环境质的提升。

8日晚，县公安交警组织 60

余名警力，在全县重点路段开展
道路交通违法综合整治，共查处
醉驾 1起、酒驾 2起、重型货车违
法 20起、其他 8起。9日，共查
处醉驾 3起、闯禁行 8起、不按规
定行驶 7起、其他 3起，行政拘留
4人。
中牟时报 王强 通讯员 王发明

“菜”老汉遇尴尬 好民警相助解围

本报讯 7月 10日，中牟县万
邦国际物流园区附近有一位“菜”
老汉，在卖菜路上遇到尴尬事，好
在遇到了热心民警，这位“菜”老
汉才很快脱离囧途。

当天上午，中牟交警大队九

中队民警刘爱民、刘鹏飞等人和
平时一样在执行日常执勤巡逻
任务。9时 30分左右，他们沿文
通路自北向南巡逻到万邦国际
物流园区东侧的文通路与占杨
路交叉口时，突然发现前方一辆

拉着满满一车番茄的三轮车，正
在行进中三箱番茄从车上掉了
下来，几箱红彤彤的番茄瞬间洒
满了半个路面。这位“菜”老汉
停下车来，看着这满地的番茄，
再看看路面上滚滚的车流，脸上
露出难色。

焦灼不安时，恰好巡逻到此
的刘爱民他们迅速停下警车，
一人指挥过往的车辆暂时避
让，其余几个人帮助“菜”老汉
捡拾番茄，将洒落在路面上的
番茄迅速装箱，帮老汉装上
车。这位“菜”老汉面对几位不
知姓名的交通警察，口中不住
地说着“谢谢”。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胡云峰 朱歌谣 文/图

中牟县人民医院娄兴旺荣获
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最佳技术操作奖”

本报讯 7月 9日，中牟县
卫生健康委举办全系统首届
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县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刘敏说，此次大
赛旨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全县
医务人员科普能力，普及健康
知识，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比赛
中，各位选手围绕着常见病、
多发病的健康知识进行了精
彩演讲。

经过激烈的比赛，县人民
医院的孟玲玲荣获一等奖，县
第二人民医院的李彦、县中医
院的张燕荣获二等奖，官渡镇

卫生院的刘玉霞、雁鸣湖镇中
心卫生院的吴涛、县妇幼保健
院的马燕荣获三等奖。据悉，
荣获本次比赛一、二等奖的选
手将代表中牟县到郑州市参
加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薛院喜 文/图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
举办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报讯 近期，中牟县城
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新进
一批公交车，需招聘 120 名
公交司机。招聘条件：品
行良好、服从管理、身体健
康；男 45 周岁、女 35 周岁
以下；无行车死亡事故记
录，无醉驾、毒驾记录；持
有 A1 或 A3 驾驶证，有客

运从业资格证，有城市公
交驾驶经验者优先。有意
愿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驾
驶证、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一份，到中牟县汽车站公交调度
室报名。联系电话：0371-
62199766，13653847688。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马沂峰

中牟县城乡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招聘120名公交司机

本报讯 近日，中牟县多
措并举,常抓不懈,扎实推进禁
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早安排早部署。加大奖
补，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从
源头解决秸秆焚烧隐患。重
组督查队伍。增加督查组数
量，实行“一组一乡镇”制
度。设立监督岗。全县共设
立禁烧监督岗 447个，配备灭
火器、铁锹、水桶等灭火设
备。人、技结合。建立“蓝天
卫士”监控平台 18个，288支
以主管副职为组长的应急小
分队。监控平台实行 24小时
值班制度，发现火情第一时
间通知应急小分队。因地制

宜。刁家乡为巡逻人员配备
无线对讲机，以便发现火情；
狼城岗镇给各村禁烧人员配
备带有禁烧标语的服装；姚
家镇秸秆综合利用回收沤制
有机肥惠农。

据统计，全县参与禁烧 1
万多人，组织模拟应急演练
75 次，设立禁烧监督岗 447
处，出动宣传、巡查车辆 760
余辆次，悬挂禁烧条幅 1万余
条，张贴即时贴 7.5万余张，发
放致群众的一封信、“小手拉
大手”活动致家长的一封信 7
万余份。
中牟时报 马沂峰
通讯员 潘云杰 魏博

中牟县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禁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