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铁路局焦作车辆段设备车间
工作人员刘金星是个慈眉善目的普通
人，但他有着自己的坚持：连续 15年无
偿献血 24 次，累计献血量在 9000 毫升

以上。日前，刘金星因无偿献血表现突
出，获得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发的 2014～2015
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荣誉证
书。

2002年春天，刘金星和妻子逛街时
无意间看到路边停了一辆无偿献血车，
便好奇地上前了解。听到工作人员说
献血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情时，刘金
星立即挽起袖子，要求参加无偿献血。

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李金星 34
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站在献血的
人群中，他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
然而，工作人员的血液检测报告却打击

了李金星的积极性，他的血液质量并不
合格，这让他十分困惑。“我曾经当过空
军，身体素质相当好，却没想到自己血
液竟然不符合献血要求。回家后，我按
照献血要求好好休息了几天，就又来献
血了。”李金星说。

从那时起，坚持参加无偿献血，成
为刘金星雷打不动的习惯。刘金星给
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他要一直献到自己
再也不符合献血要求为止。从 2010年
开始，刘金星每年坚持无偿献血两次以
上。在得知每年冬夏两季血源紧缺后，
他就有意识地把献血的时间安排在这
两个季节。

今年刘金星49岁，他的无偿献血量
累计达9600毫升，相当于自己全身血液
总量的两倍。有人劝刘金星：“献了这
么多年血了，年纪也不小了，还是让年
轻人去献血吧。”刘金星笑呵呵地说：

“我身体好，尽我所能吧。”在他的影响
下，他的同事魏利华、缑建新也参加无
偿献血。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会继续
坚持参加无偿献血。”刘金星说。⑨

本报记者 李瑞雪 文/图

刘金星：坚持无偿献血15年

图为刘金星。

欢 迎 您 定 期
参加无偿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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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距上次献血已满6个月，欢迎您持本人身份证再次参加无偿献血，感谢您的参与！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人民路爱心献血屋（人民路与塔南路交叉口东北角）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

修武火车站（献血车）

温县太行路大转盘（献血车）

沁阳音乐广场（献血车）

孟州街心花园（献血车）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日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每月1~10日
每月11~25日
每月1～15日
每月16～30日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7
18339102038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8339102036
18339102039
18339102039

全血献血

（武陟县黄河大道与朝阳一街交叉口飞鸿游园西广场）

献血地点

东方红广场爱心献血屋（市群众文化艺术中心二楼东厅）

博爱县爱心献血屋（博爱县东关大桥中山广场）

市中心血站

武陟县爱心献血屋

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周一至周五

服务热线

3933317 18339102035
18339102038
2856516 2856517
15003911823

成分献血

（武陟县黄河大道与朝阳一街交叉口飞鸿游园西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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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阎河

初见李仁立，他刚从远离县城十几公里外的博爱县金城
乡薛村督导秸秆禁烧回来，眼神中略显疲惫，依然神情充沛。
黑红的脸膛，厚厚的肩膀，一脸的憨厚朴实，是李仁立给记者
的第一印象，与记者脑海中或文静干练或老于世故的办公室
主任形象相去甚远，倒是透着几分以往国企大厂矿老师傅的
那分直爽认真。估摸也正是这个形象，支行上上下下更愿称
呼李仁立一声“老李”。

“银行咋还管秸秆禁烧？”
“这是当地政府的中心工作，我们支行也分包有村。”
“行里工作不忙了？”
“忙！可咱不是心里不搁事，抽点空就赶紧去看看。”
与老李一番简单的寒暄客套，采访的话题就围绕着“不搁

事”开始谈起。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渐渐明白，正是“不搁
事”这3个字，生动概括了李仁立在工行博爱支行办公室主任
岗位上28年来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勇于奉献的感
人事迹。

不搁事为的是多干事
说起办公室主任这个职位，好歹也算个一官半职，虽可大

可小，但在任何单位都是一个手握重权的人物。不过，到了李
仁立这里，一切都变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在他担任支行
办公室主任的20多年中，大多数时间办公室都是他一个人。
特别是银行股份制改革以后，为了精简机构，基层支行更是向
一线倾斜，所有内部管理、后勤支撑工作，乃至对外联络工作，
都落在了李仁立一个人的肩上。其中最多的时候，办公室需
要支撑5个网点的工作。

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如何做到每一项都落实到位，李仁
立的诀窍就是“不搁事”。多年来，李仁立养成一个习惯，当天
能够完成的工作，决不拖到第二天。另外，晚上睡觉前，要把当
天所有的工作捋一遍，想想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干彻底；第二天
早上，再把当天需要完成的工作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好，尽可能
有条不紊。但是，即便如此，很多时候李仁立依然忙得焦头烂
额，很晚才能回到家中，然后倒在床上一句话也不想说。爱人
过来喊他吃饭，他也只是无力地摆摆手说：“让我先歇会儿。”

这么多年来，李仁立到底分担有多少项工作，没有人能算
得清，也曾有人扳起指头帮他算了一下工作范围：文件传达、
文秘写作、对外宣传、党务经办、人事经办、纪检监察、后勤保
障、劳资管理……最后，10个手指头竟然不够用。

不搁事想的是干实事
办公室工作繁杂琐碎，加上又身兼多职，如何让经手的每

一件事都能落到实处，李仁立的法宝依然是“不搁事”。多年
来，长期的办公室主任位置让他能随时掂量拿捏各项工作的
尺度，遇到重要的工作，李仁立总是第一时间安排落实。有时
在紧急情况下，即使不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他也会不计报酬
动手干完再说。

有一年农历大年初一上午，家家都在准备吃团圆饭的时
候，行里门岗打来电话，说是办公楼上的水管冻裂了。接到电
话，正在家过年的李仁立二话没说，骑上摩托车就赶到了支
行，并与随后赶到的修理工一起抓紧处理故障。等到修好水
管下楼一看，他的摩托车已经被楼上漏下的水给冻了个结结

实实，连车把都转不动了。无奈之下，李仁立只能与几个人将
摩托车抬到屋里，然后打电话让家人来接自己回家。同样，有
一次网点的卫生间大便池堵塞，污水外溢，严重影响了营业场
所的环境。李仁立知晓后，立即前去排查。而当他打开主干
管道的时候，淤积的粪水一涌而出，喷了他一身。这种情况
下，也容不得李仁立多想，没有合适工具，他就强忍着刺鼻的
臭气，用手疏通，一下、两下、三下……最终，堵塞的粪便、油
渍、杂物被掏了出来。

这些年来，也正是这种对待工作亲力亲为的“不搁事”作
风，让上级领导交代给李仁立的工作从没有掉过链子。曾与
李仁立打过交道的13任支行行长，没有一人不褒赞他的。

不搁事才能够干大事
干过办公室工作的人都知道，面对纷繁杂乱的各项工作，

不要说干出点什么成绩，只要不被领导批评，就是一个好的办
公室主任了。但是，“不搁事”的李仁立却不这么想，用他的话
来说：“年轻的时候，咱在农村也是耧犁锄钯样样精通。到了
部队，咱也是因为各项训练优秀，才被提了干。现在，办公室
工作也不能落下。”李仁立是这么想的，更是这么做的。这些
年来，一个基层县域支行的办公室工作硬是被他干得风生水
起，承担了很多对于支行来说都是大事的事，他因此被市分行
多次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办公室主任是领导的重要助手，面对一任又一任的领导
班子，李仁立充分发挥参谋作用，围绕加快业务发展这个第一
要务，多次调研，集思广益，协助支行领导班子完善出台了《个
金工作战略转型工作指导意见》《客户经理考核管理办法》《优
质服务考核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管理机制，有力促
进了业务工作的开展。

对外宣传关系到支行的形象，李仁立想尽办法组织新闻
稿件。特别是近年来，他坚持每月在省分行以上网讯、市级以
上报刊投送稿件，其稿件先后被刊发和转载400余篇，很好地
树立了该支行乃至整个工行的对外形象。

对外联络是办公室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年来，李仁立
积极协调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支行领导的授权
下，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各项中心工作。无论是当地政府的新
农村建设、创建卫生城市活动，乃至绿化美化工作、秸秆禁烧
工作，他都想办法高效优质完成下达的任务，深受当地县委、
县政府领导好评，为工行在当地的业务发展营造了强有力的
政治环境。

今年已经59岁的李仁立，再过几个月就要退休了，一向
不搁事的老李最近心里却一直搁着一件事。“我在家是长子，
父母现在都是80多岁了。我现在想得最多的就是，退休后多
回老家看看他们，多尽一下孝道。”说这话的时候，老李的眼圈
有些发红。⑨

不搁事的老李
——记工行博爱支行办公室主任李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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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提醒

昨 日 ，
记者从市气
象 局 了 解
到，后天有

雨，最高气温18℃。该局工
作人员提醒市民朋友，根据
天气变化，适时增加衣物。

我市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13 日，多云，偏东风 2～3 级，
气温 9℃～20℃；14 日，多云
到阴天，东北风3～4级，气温
12℃～19℃；15 日，阴天，有
小 雨 ，东 北 风 3 级 ，气 温
14℃～18℃。 许明霞

后天有雨
最高气温18℃

新华社天津10月 12日
电（记者周润健） 360 安全
中心发布安全预警称，其安
全团队发现微软存在一个高
危 Office Oday 漏洞，该漏
洞几乎影响微软目前支持的
所有 Office 版本，黑客发送
利用该漏洞的恶意 Office 文
件，没有打补丁的用户点开
文件就会中招，成为被控制
的“肉鸡”。

今年9月下旬，360安全
团队首次监测到利用本次
Office Oday 漏洞的真实攻
击，攻击者使用针对性的钓
鱼文档，诱使用户点击包含
漏洞攻击程序的恶意 Word
文档，在受害者电脑中驻留
一个以文档窃密为主要功能
的远程控制木马。

安全专家表示，这种攻

击方式与常见的 Office 宏病
毒不同，在打开宏文档时，
Office 通常会发出警告，但
利用该漏洞的攻击没有任何
提示，再加上文档文件历来
给人们的印象就是无毒无
害，人们一般难以察觉和防
御，相关的Oday漏洞利用也
很容易传播泛滥。

据了解，发现该漏洞后
360 方面第一时间报告给了
微软，并与微软安全团队配
合，推进了该漏洞补丁的发
布。微软随即于10月11日发
布了新一轮安全更新，修复
了这一高危漏洞。

360 首席工程师郑文彬
提醒广大网民，要尽快给
电 脑 打 上 微 软 提 供 的 补
丁，同时不要打开来路不
明的Office文档。

微软高危漏洞威胁用户系统安全

本报讯（记者王冰） 昨日，
记者从市卫生计生委了解到，为
切实保障群众健康权益，我市
2016 年 9 月起开展了对包括三级
医院、二级医院、门诊部、诊所
在内的共计1937家医疗机构的依
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截至目
前，共查处违法案件43件，罚款
金额共计10.28万元。其中，对2
家个体诊所实施了吊销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医疗服

务市场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权益，自 2016 年 9 月起，市卫生
计生委在全市开展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专项监督检查，针对不同类
型医疗机构，突出重点进行抽
查，并对发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的医疗机构依法严肃查处。

据了解，在此次专项监督检
查中，执法人员共抽查二级、三
级医院 36 家，抽查率 97.3%，受
检各医疗机构均签订了医疗机构
依法执业承诺书，并对前期自查

发现的问题写出整改报告。执法
人员还对我市 175 家一级医院、
64家门诊部进行了检查。在检查
中，执法人员发现个别一级医院
和门诊部存在超范围开展诊疗活
动、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
疗行为、未经许可开展计划生育
手术、医疗废物处置不规范等问
题。

执法人员在对全市1661家个
体诊所中的 833 家开展监督检查
中发现，个体诊所问题较多，主

要是超范围执业、聘用非卫生技
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医疗器械
消毒处置不规范等。执法人员对
存在问题的30家个体诊所依法进
行了处罚。其中，针对山阳区闫
建堂西医内科诊所超范围开展中
医诊疗、解放区民权街社区诊所
聘用两名非卫生技术人员超范围
执业等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对这
两家诊所实施了吊销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和吊销诊疗科目的行政
处罚。

今后，市卫生计生委还将加
大对全市各医疗机构的监管力
度，对在专项行动中发现的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违法违规执业行
为，要依法严肃查处。对情节严
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惩
处。我市还将建立医疗机构和医
务人员严重违法犯罪者“黑名
单”，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实施
联合惩戒。如果您发现相关问
题，可拨打电话 8861066 进行投
诉举报。

严查违法违规行为 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我市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专项监督检查，两家个体诊所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本报讯（记者詹长松）为进一步遏制企业环境
违法违规行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坚决打
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昨日下午，我
市召开环境违法违规企业约谈和法律教育会，市环
境攻坚办联合市检察院，对全市131家环境重点监
控企业进行法律教育，并对其中5家重点违法违规
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集中约谈。

今年年初以来，面对我市大气污染防治严峻形
势，市环保部门加大对企业环境违法违规行为的
打击力度。据统计，2017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我市环保系统共查处违法行为579起，其中
查封扣押3起、行政拘留39起、移交司法机关4
起、行政处罚533起。

会上，市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处长许崇
温、侦查监督处处长王慧芳，分别就公益诉讼、
环境违法案件立案督办等工作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讲解。

会后，市环境攻坚办负责人还对焦作市高新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州分公司、焦作市
中州炭素有限责任公司、孟州市南庄镇桑坡村污

水处理厂5家重点违法违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集中
约谈，要求他们切实强化企业遵纪守法意识，督促
企业认真履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杜绝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预防和减少环境安全事故的发生。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今后公检法部门将
加强与环保、工信等部门的结合，定期参与督导检
查，对超标排放的企业依法严厉打击。”市环保局
相关负责人说。

我市对131家环境重点监控企业进行法律教育
5家重点违法违规企业负责人被约谈

翻开今天的《焦作日报》，您最喜欢哪篇报道？您
最看好哪幅图片？您最欣赏哪块版面？动动手指，轻敲
键盘，作出您的选择，讲出您的理由。

参与方式：焦作日报官方微博推出《焦作日报天天
读》栏目，发布当天《焦作日报》版面，评报只需下载

《焦作日报》手机客户端，阅读当天的《焦作日报》，在
此微博后跟帖评论，作出自己的选择并说明理由，就有
机会登上第二天的《焦作日报》（评报时间为9时至17
时）。每天产生评报“三甲”（本报采编人员除外），每
人获赠5元稿费，后期将有更多实物奖励。评选结果将
通过次日出版的《焦作日报》和@焦作日报发布。

@平常一个人015：5 版 《北山变了模样》，在北
山治理过程中，我市本着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的理念，出台法规加以规范治理，不但让北山变了样，
还为我市建起了绿色屏障。

@风景城赏风景：1版《全市“结千村、访万户、
解民忧、帮民富”工作推进会召开》，找出差距，总结
经验，把“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帮民富”工作变
成一种为民务实的动力，坚持不懈，让百姓受益，促社
会和谐。

@不知潇湘在何处：10版《关注精神卫生 共建
和谐家庭》，市精神病院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市民
进一步了解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处
理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压力，从而摆脱精神问题的困
扰，提高生活的幸福指数。

昨日作品“三甲”：5版《北山变了模样》共获评论81
条、点赞831个；1版《全市“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帮民
富”工作推进会召开》共获评论75条、点赞807个；10版

《关注精神卫生 共建和谐家庭》共获评论 70 条、点赞
756个。

李仁立在工行博爱中山路支行党员示范活动区，落实党
员示范岗工作情况。 孙阎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