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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冰）测量血
压，坐着和躺着哪个更准确？骨
折包扎是不是越紧越好？……
近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总工
会举行了全市第一届全科医生
技能竞赛，来自我市各级医疗机
构的30名选手展开了紧张的医
疗技能大比拼。

据介绍，全科医生被称为
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主
要在基层提供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及健康管理一体化服务。
为全面提高我市全科医生培养

质量和服务能力，增强全科医
生职业荣誉感，推动全市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市卫生
健康委、市总工会联合开展此
次竞赛活动。

比赛中，30名选手按照抽
签结果逐一上场比试。此次竞
赛以全面提高全科医生实践操
作技能和临床综合能力为重
点，促进我市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质量
全面提高。通过竞赛活动，全
面考查参赛队员的职业素养、

评判性思维能力及临床基本技
能操作水平，推进全科医生培
养过程的教学改革，达到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和培养高素质
技能型全科医学人才的目的。

此次竞赛共设特等奖 1
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7个，
三等奖12个，优秀奖若干个。
获得个人一等奖的选手，将被
授予“焦作市卫生技术能手”称
号。特等奖选手作为候选人，
可按相关程序申报焦作市五一
劳动奖章。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人
在路上走，祸从天上降”。近
几年，高空抛物的案例越来越
多，有什么办法保护行人安
全，遏制“悬在城市上空的
痛”？我市不少小区在积极行
动。9月14日，记者看到位于
市政二街旁的四季花城小区
安装了“安全网”，防止高空抛
物。

走进四季花城小区，记者
看到空中有好几个绿网，立马
觉得安全感满满。“过去遇到过
有东西从高空掉下来，吓死了，
我不敢再带孙子在楼下玩了，
现在有了‘安全网’，很有安全
感。”四季花城小区居民程女
士说。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
小区 12 号楼曾出现过掉砖
块、高层居民往下抛物现象，
他们便想到安装防高空抛物
网，看到效果不错，又在其他
楼装了“安全网”。现在，除了
离居民楼较远的小广场外，其
他地方都安装了防高空抛物
网，并定期清理掉到网上的杂
物。

除了防高空抛物网外，该
小区还安装有防高空抛物的高
清摄像头，并将高空抛物处罚

措施写入小区物业管理办法
中，得到居民的认可。该小区
曾有居民高空抛物，就被高清
摄像头“抓获”，这名居民不仅
接受了相关处罚，还给小区居
民公开道歉。经过这两项措
施，现在高空抛物现象在该小
区越来越少。

城际花园小区也安装了防
高空抛物高清摄像头，记者看
到摄像头都是朝上方的。
2019 年，该小区一居民往楼
下扔啤酒瓶，差点砸到人。物

业公司查看监控后，发现是13
楼的一居民扔下的。根据业
主小区规约，该小区物业公司
对该居民进行了停电一个月
的处罚（由于肇事者道歉，最
终停电十几天），让高空抛物
者长了记性。如今，我国已将
高空抛物入刑，让我们维权更
有底气了。

上图 四季花城小区安装
的防止高空抛物网。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本报讯（记者杜挺勇）“家
离得近，想着就一小段路，没
想到还是被查了……”9月11
日晚，在博爱县丰许路，一名
男子醉驾被查后追悔莫及。
当天，我市交警部门启动了中
秋、国庆双节酒驾专项整治行
动。交警部门突出固定查缉
与流动查缉相结合，截至9月
14日，已查处各类酒驾违法
45起。

为积极做好中秋、国庆假
期交通安保工作，净化节前道
路交通出行环境，预防和减少
交通事故发生，9月11日，我
市交警部门启动了中秋、国庆
双节酒驾整治行动。为确保
专项行动取得实效，交警部门
科学研判、周密部署、深入分
析酒驾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
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部署勤
务和警力。行动中，全市各级
交警部门集中优势警力，通过
固定查缉与流动查缉相结合
的方式，结合节日期间的特
点，将查处重点放在饭店、酒
吧等餐饮娱乐场所周边以及
城乡接合部、乡村道路等区
域。

行动中，一个个大胆上路
的“酒迷瞪”难逃查处。交警
发现，还是侥幸心理作祟让这
部分人选择了铤而走险。

9月 11日晚，市公安交
警支队马村交警大队集中全
部警力开展酒驾查处行动。
当天20时许，当一支流动查
缉小分队巡逻至一条农村道

路时，发现一辆白色SUV小
型客车形迹可疑。随后，交警
示意车辆靠边停车，并对司机
进行了酒精检测。经检测，司
机 血 液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为
44mg/100ml，涉嫌酒后驾驶
机动车。经询问，该司机当晚
在家饮酒后，得知家里另外一
辆轿车在路上出现故障，便抱
着侥幸心理驾车离家，准备去
帮忙维修车辆。

9月11日22时48分，博
爱县公安交警大队交警在博
爱县丰许路拦停了一辆机动
三轮车，驾车男子王某某身上
明显有酒气。交警当场对王
某某进行酒精检测，结果显示
其 血 液 中 的 酒 精 含 量 为
142mg/100ml，涉嫌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原来，王某某是
一名建筑工人，当天收工后比
较累，就和工友们在一家饭店
吃饭喝酒。王某某称，家离饭
店非常近，想着又是深夜，路
上没什么人，于是抱着侥幸心
理酒后驾驶机动三轮车回家。

截至9月 14日，全市各
级交警部门已查处醉酒驾驶
2起，酒后驾驶43起。交警再
次提醒，中秋、国庆假日期间严
查将一直持续，请广大驾驶人
拒绝酒后驾驶，不要存在侥幸
心理。如果您是机动车驾驶人
的家人或朋友，也请提醒他们
驾车前不要饮酒，更不要对他
们劝酒、逼酒，发现酒后驾车要
及时劝导、提醒、阻止，这才是
对亲友最好的关爱。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日
前，记者在市太极体育中心、
市天河公园、市人民广场等
处发现，酷走队自觉把音响
音量调低了。

9月9日6时许，市太极
体育中心的酷走队“出动”
了，和过去不同，酷走队音响
的分贝明显低了很多。尤其
是身穿红色运动服的酷走
队，距离十几米远的地方根
本听不到音乐声，几乎达到
了“无声”状态。

只有市太极体育中心的
酷走队“嗓门”降低了吗？记
者从市天河公园、市人民广
场等处了解到，这里的酷走
队音响分贝也降下来了。“50
米远根本听不到我们的音响
声。”一名酷走队员说。

为宣传“静音广场舞”，
规范暴走团和集体健步走活
动，解放区文广旅局日前发

出倡议：“让人们在开展或参
与广场舞、暴走团和健步走
等集体活动时，兼顾他人的
正常生产、生活和作息，做到
夏季在20：30前结束，其他
季节在20：00前结束，持续
时间不宜超过2个小时。活
动声源处音量最高不超过85
分贝，逢高考、中考等特殊时
段应暂停活动。”

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
到，之前，酷走队因音响分贝
过高受到不少群众的投诉，
市体育局多次给市酷走协
会、参与酷走的人员开会，让
其在健身时音响分贝不得高
于国家标准，走路在影响他
人时应主动礼让，让我市酷
走队真正做到文明健身、“静
音”“无声”健身。今后，市体
育局还将继续监督，让“静
音”“无声”健身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昨
日上午，焦作新东方学校、百
货大楼东方魔法家园、焦煤东
方宾馆三家企业相关负责人
将一面印有“不忘初心担使
命，躬身为企助营商”的锦旗，
以及床上用品、方便面、矿泉
水共30余件生活用品送到山
阳区东方红街道办事处，表达
企业对街道精准对接、倾力服
务的由衷感谢。

“在我们学校转型发展的
过程中，东方红街道的主要领
导多次实地了解我们遇到的问
题、瓶颈，他们急企业之所急、
想企业之所想，给我们很多的

关心、关怀和支持，是我们企业
的‘护航人’。”焦作新东方学校
校长赵方说。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
的土壤，是经济发展的“晴雨
表”。近年来，山阳区东方红街
道通过营商服务“12345”工作
法，即项目为王、企业家为大的
一个理念，企业有事快出手、企
业无事不插手的两手服务，精
心、精细、精准的“三精”服务，
一诺千金、一呼百应、一路绿
灯、一片丹心的四个服务，全方
位、全过程、全天候、全身心、全
覆盖的五全式服务，以“万人助
万企”活动为契机，结合“访民

情、办实事”工作要求，不断强
化使命担当，坚持问题导向、效
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积极为企
业纾困解难，切实优化营商环
境。

“锦旗是荣誉更是责任，
促使我们肩负起用更优质的
服务回馈辖区企业与群众的
责任。”东方红街道党工委书
记孟国平表示，该街道将进一
步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
好氛围，提升企业服务能力，
实现发展的高地、兴业的福
地、投资的洼地，为建成“商旅
居游总相宜”的美丽山阳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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