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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报业传媒集团 宣

3 月 20 日，位于商水县邓城镇境内
的商水港区水雾飘渺，风景宜人。该港区
利用产业、政策、资源、区位、物流五大优
势，积极打造“码头装卸、仓储周转、物流
运输、货物贸易”四大板块主营业务，年
总吞吐量达 80 多万吨，成为商水新的经
济增长点。

记者 马治卫 通讯员 刘飞 摄

商水港年吞吐量
80多万吨

本报讯 （记者 杜林波） 3 月 18 日
下午，团市委联合市第六人民医院走进
西华县东王营乡李方口村小学，开展关
爱从“心”开始———青少年心理服务进

村（社区）活动，共同守护童心。
活动过程中，市六院精神心理科王

前勇、王扛扛为同学们上了一场有趣的
青少年心理成长辅导课《青少年人际交
往》，通过 PPT 讲解、现场游戏互动等方
式，帮助学生提高心理健康素质和人际
交往能力，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引导学
生以乐观、 积极的心态对待学习和生
活。

讲座后，市六院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负责人胡和平带领青少年们开展量表

筛查（亲子依恋量表），通过普查及时发
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困扰。团市委进行
汇总梳理，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结合每
一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制订差异化的心

理干预预案。
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好“青少

年心理健康服务进村 （社区）” 系列活
动，打造“青翼家园”，大力开展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构建家庭、学校、社
会“三位一体”心理维护体系，有效促进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③11

关爱从“心”开始

团市委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进村（社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 为深化为
侨服务工作， 为空巢家庭解难， 为党
和政府分忧， 近日， 周口市侨联在全
市侨联系统启动开展空巢侨眷统计专

项工作。
为确保统计工作顺利进行 ， 市侨

联结合实际 ， 多措并举 ， 扎实推进 。
一是召开会议， 明确工作任务。 二是
深入排查， 摸清侨情。 三是建立台账，
跟踪服务。

据悉 ， 下一步 ， 市侨联将在开

展空巢侨眷统计的基础上健全完善

侨情数据库 ， 并建立日常管理和信
息更新 、 上报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
确保侨联各项工作更好落实 ， 侨眷
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维护 ， 发挥侨
联工作的独特优势 ， 持续深化 “进
侨家 、 访侨情 、 聚侨心 、 汇侨力 ”
工作 ， 开展 “情暖侨心 ” 等活动 ，
扎实做好空巢侨眷的引导和帮扶工

作 ， 为积极探索新时期侨联工作夯
实基础 。 ①9

市侨联开展空巢侨眷统计工作

本报讯 （记者 任富强）9.24 元！ 虽
然之前有相关燃油价格上调的新闻报

道作“心理铺垫”，3 月 18 日，好多车主
在加油站加油时还是被刷新的油价吓

了一跳。
3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记者在中心

城区多家加油站了解到，汽油、柴油价
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调，车主常消费的
几种油品价格调整信息为：92 号汽油上
调 0.61 元/升， 现价 8.66 元/升;95 号汽
油上调 0.64 元/升， 现价 9.24 元/升 ;98
号汽油上调 0.65 元/升， 现价 9.90 元/
升 ; 0 号柴油上调 0.62 元/升，现价 8.32
元/升;-10 号柴油上调 0.65 元/升，现价
8.82元/升。

在此次成品油调价前，记者走访市
区多家加油站了解到，3 月 16 日的油价
92号汽油 8.05 元/升，95 号汽油 8.6 元/
升，和全国成品油市场一样，周口此轮

成品油价格调价时间大多在 3 月 18 日
0时。

据了解，2022 年国内成品油价格已
经历 5 轮调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
油价走势 “上蹿下跳”， 此次油价调整
后， 全国各地 92 号汽油价格已全面进
入 8 元时代， 而 95 号汽油直接跑步迈
进 9元时代。

随着油价的上涨 ， 不少车主直呼
“心疼”。 对于广大车主而言，用油成本
将进一步增加， 以油箱容量在 50 升的
家用轿车为例， 加满一箱 92 号汽油将
较之前多花 30 元， 以月跑 2000 公里、
百公里油耗在 8L 的小型私家车为例，
消费者用油成本每月将增近百元。有网
友调侃道：“家用轿车油箱容量以 50 升
为例，加一箱油能买一辆自行车，加四
箱油就能买一辆电动车了，还是考虑跑
步去上班吧。 ”①7

95号汽油跑步迈进 9元时代 车主直呼“心疼”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陈
宗镇）根据周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为严防疫情输
入、隐匿性传播，鹿邑县于 3 月 19 日进
行城区全员核酸检测。 该县卫真办事处
人武部闻令而动，充分发挥民兵应急突

击队作用，迅速集合民兵应急排赶往各
核酸检测点，开展保障任务。

上午 8 时 ， 核酸检测工作正式开
始，民兵身穿迷彩服，在候检区维护现
场秩序，帮助群众扫描核酸检测信息采
集码； 在缓冲区积极组织群众有序排

队，保持好“一米线”距离；在出口处，引
导已采集人员有序离场。

“作为一名民兵， 就应该在关键时
刻冲锋在前，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新
时代民兵良好形象。 ”民兵应急排排长
皇素鹏说。

据了解，近年来，该办事处人武部
充分发挥民兵 “平时服务 、急时应急 、
战时应战” 精神， 勇挑重担 、 主动作
为 ， 积极投身于疫情防控第一线 ，在
群众最需要的时候筑牢防疫 “迷彩 ”
防线。 ③7

鹿邑:民兵争当“疫”线排头兵护航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 侯国防 通讯员

石中华） “砰砰砰……” 3 月 18 日 19
时 40 分 ， 鹿邑县公安局杨湖口派出
所所长张亚军手持微冲连开数枪， 将
已经致人受伤的失控 “疯牛” 成功击
毙。

当天 19 时许， 杨湖口派出所接到
群众报警， 称辖区李八桥行政村后王
村一养殖场饲养的黄牛突然失控， 将
饲养员撞伤后逃离养殖场， 随时可能
再次伤人。

警情就是命令 。 接警后 ， 派出所
所长张亚军、 指导员刘峰带领值班人
员迅速赶到现场 ， 此时失控 “疯牛 ”
正在村庄附近徘徊， 不少不明情况的
群众正在围观。

“这头牛已经失控了， 如果不及时
处置的话， 随时可能给周围群众带来
生命危险 。” 处警民警立即将围观群
众疏散 ， 并向局领导汇报 ， 请求支
援。

该县公安局副局长孙鑫仁立即带

领特巡警大队队员赶到现场。 经征求
养殖场主人同意后， 民警迅速制订捕
杀方案 ， 张亚军凭借多年的刑警经
验 ， 主动担负起击毙 “疯牛 ” 的任
务。

19 时 40 分许， 张亚军在确保周边
环境满足安全射击条件后 ， 决定对
“疯牛 ” 采取击毙措施 。 “砰 ” 的一
声， “疯牛” 头部中了一枪后并没有
应声而倒 ， 反而冲向开枪的张亚军 ，
张亚军临危不乱， 连开数枪， 成功将

“疯牛” 击毙。
“太感谢你们了， 幸亏有你们为我

们消除了安全隐患， 不然真不知道还
会发生什么事。” 养殖场主人向民警连
声致谢。

警方提醒： 牛受惊后， 力大凶悍，
难以制服， 极易伤及无辜。 广大群众
若发现此类情况， 要远离现场， 立刻
报警求助， 切记不可靠近围观， 不可
擅自处理 ， 更不可做出逗弄 “疯牛 ”
的举动， 以免造成人身伤害。 ②5

“疯牛”失控伤人 民警开枪击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