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张艳丽 实习生 郝

莹"

!

月
!"

日#我市在市区五一文化广

场前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集

中宣传活动$副市长刘占方来到活动现

场指导禁燃工作$

当日上午#市大气污染防治联席会

议办公室组织川汇区%市开发区%周口

港区%市公安局%市安监局%市环保局等

多家单位和部门#在五一文化广场设立

咨询台#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展板%发放

宣传材料% 出动宣传车等多种方式#集

中宣传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的各种危

害和我市禁燃规定$

刘占方指出#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

不仅带来安全隐患#还给当前严重的大

气环境雪上加霜$各级各部门要各司其

职#把禁燃作为春节前后的一项重要工

作#守住宾馆%酒店%广场%游园%墓地等

重点区域#堵源头%查运输%抓现行#管

好重点环节#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孔

明灯工作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加

大宣传力度#利用各种方式把禁燃规定

宣传到机关%社区%学校%工厂%家庭#达

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力争把禁燃要

求转化为群众自觉行动#确保春节期间

中心城区干净%安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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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市西华县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加快农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确保成品油市

场供应的实施意见'!豫政办(

"'!$

)

!()

号"和&河南省商务厅关于预确认西华县农

村及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规划的通知'豫商运(

"*!$

)

#)

号文件精神#拟在辖区农

村及偏远地区新规划加油站
"*

座!第一批"#现将加油站发展规划公示如下*清河

驿乡大李行政村魏庄自然村东+清河驿乡清河驿村清东路路西+东夏亭镇北街村

北%马西路西侧+东夏亭镇西张楼村西路北+西夏亭镇西夏庄铺路口南+西夏亭镇

大丁张村北+田口乡邓扶路与至大庞行政村交汇处西北角+田口乡邓扶路春秋岗

行政村南
!**

米路西+迟营乡丁刘庄路口邓扶路
+*""

+迟营乡赵店路口
,**$

+迟

营乡
+*""

线王李庄南+叶埠口乡新庄南路北+叶埠口乡大滹沱路西+叶埠口乡龙

王庙村北+艾岗乡艾岗村西路南+艾岗乡纸房村西路北+奉母镇七五村东南角+奉

母镇张太湾村西南角+奉母镇前李村东北+东王营乡淮大线姜营路口路南$

联系电话*

*-%.""%(#""

西华县商务局

$%!"

年
!

月
&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

周口隆达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

周口市亿汇园食品厂

-

河南茂盛锂金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宏伟建筑设备厂

(

周口市开发区欣欣工艺彩印厂

$

周口市昌盛印务有限公司

)

河南德圣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双莲纺织厂

%

周口市银博尔厨具有限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旺盛五金厂

!!

周口市开发区兴周文件柜厂

!"

周口市开发区希望太阳能厂

!-

周口市大澳琳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隆嘉纺织有限公司

!(

周口钒钛贸易有限公司

!$

周口鸿胜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锋达汽车维修中心

!#

周口隆达予制构件有限公司

!%

河南百思特实业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柳州和合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金弘利针织制品有限公司

""

周口市弘癉建材有限公司

"-

周口市鸣扬商贸有限公司

".

亳州元化酒业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兰盾电力安防器材经销部

"$

北京韩株韩代电梯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百家乐门业加工部

"#

周口市鸿兴家具装饰厂

"%

周口市旭东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鸿博纺织有限公司

-!

周口威利达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

周口永建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优凯纺织有限公司

-.

周口市宏晟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

周口市永伟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宇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周口合众缝制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

周口市鑫鑫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一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菱梅装饰五金配件厂

.*

周口市开发区联信工艺礼品厂

.!

周口市开发区小齐工艺礼品厂

."

洛阳慈善商贸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开发区东坡工艺礼品厂

..

周口市郑林米业贸易有限公司

.(

周口市恒隆商贸有限公司

.$

河南君远食品有限公司

.)

河南润豪科技有限公司周口分公司

.#

周口市隆信贸易有限公司

.%

周口市金禾果业有限公司

(*

周口蜀韵商贸有限公司

(!

周口市多益粮油销售有限公司

("

周口铭德食品有限公司

周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告

!!!!!!

周口隆达预制构件有限公司等
("

户企业!企业名单附后"#未通过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
"*!-

%

"*!.

%

"*!(

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我局已采

取电话和
/01

特快专递形式向贵单位

发出通知#周口隆达预制构件有限公司

等
("

户企业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

通知要求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

按有关规定办理企业年报手续#我局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企业

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依法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

罚$

地址!周口市太昊路与八一路交叉

口向东
$%%

米路北周口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
'%'

房间"

联系电话!

('&)&*(

周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

+,-"

年
!

月
!$

日

公 告
!!!!!!

根据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
2"'!$3

豫
!$*"

执
!(-$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和

!

"*!$

"豫
!$*"

民初
"-!*

号民事判决书#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协助将周口市滨河置业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易天国际广场
!

幢
!

单元
!

层
!$%

号房屋!建筑面积
"$4"%

平方米#房产证

号为*周房字第
"*!(*!*.*%

号"过户至仵爱菊!身份证号*

.!")*!!%$.!!"$*("%

"名下$

现声明易天国际广场
!

幢
!

单元
!

层
!$%

号房屋 !建筑面积
"$5"%

平方米"的

原房屋所有权证作废#特此公告$

周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

年
!

月
!!

日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李

清华 李献伟 李涛"

!

月
!*

日# 备受

社会关注的八一路南通工程征迁工作

提前
(

天完成目标任务# 项目涉及的

市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许寨% 艾营居

委会
!!$

户居民房屋仅用
-"

天时间就

已全部拆除# 拆除面积
$!***

平方米#

迁坟
-(

座# 伐树
-#*

棵# 拆除大棚
%

个
"$**

平方米$

完善机制 # 大员上阵 $ 该区建立

工作台账制度# 指挥部办公室每天记

录工作开展情况# 分析存在问题# 及

时研究对策 # 逐户分解 # 有效疏通 #

把问题解决在一线# 保证征迁工作有

序推进$ 管委会主要领导坚持每天至

少一次亲临项目征迁现场# 实地察看

房屋拆除和地面附属物清理情况# 指

挥在一线# 工作在一线# 带头 ,身入-

基层% ,心入- 群众$

增派力量 # 真情服务 $ 该区抽调

住建% 财政% 信访% 综治% 城管 % 公

安等部门精干力量# 会同太昊路办事

处工作人员# 将征迁政策和法律法规

向群众交底# 把道理讲明% 政策讲透#

让群众对政策明了于心# 拆迁时主动

配合$ 在征迁入户时# 法制工作组亲

赴现场# 实地勘察% 现场普法# 对征

迁中遇到的困难户% 重点户有的放矢

做工作# 加强感情联络# 坚持以人为

本# 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在拆

除群众房屋时# 提前通知群众做好物

品搬迁# 并帮助群众转移物品$

落实政策 # 注重公平 $ 在征地拆

迁中# 该区严格落实宅基地和房屋认

定及补偿安置政策# 坚持 ,一把尺子

量到底-# 建立了征迁户台账# 实行每

户一档# 明确专人负责$ 落实 ,三公

开 -# 即安置人口公开 # 青苗 % 附属

物% 房屋面积公开# 安置补偿款项公

开# 增加透明度# 接受群众监督$ 坚

持 ,三不准-# 即在遇到群众的问题和

矛盾时# 不准推卸% 不准过夜% 不准

出村# 把一切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当地$

周密部署 # 讲究实效 $ 该区坚持

每天下午召开征迁工作例会制度# 交

流情况% 分析问题# 研究对策% 深入

推进+ 建立效能督查制度# 开展每日

督检# 指派专人将每天工作进展情况

及存在的问题以信息形式发送给指挥

部相关领导+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 居委会 ,三委- 班子成

员% 老党员% 居民组长率先垂范 % 带

头拆迁# 并做好亲属思想工作# 充分

发挥政策宣传员% 矛盾调解员的作用#

取得了良好效果$

严肃纪律 # 转变作风 $ 该区研究

制定考勤制度% 奖惩制度# 坚持每天

早中晚点名% 日通报% 周点评# 充分

发扬 ,

(6"

-% ,白
6

黑- 工作精神# 有

效加快征迁进度$ 严格落实宅基地和

房屋认定及补偿安置政策# 采取 ,签

订一户拆除一户# 机械无法施工% 人

工予以拆除- 的方式# 逐户突破# 阶

梯推进$ 将征迁工作作为业绩考核的

依据之一# 对迎难而上% 表现突出的

人员给予通令嘉奖+ 对工作不力% 行

动迟缓% 未按时完成目标任务的单位

和个人通报批评% 严肃问责$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刘

锋磊"

!

月
!*

日至
!!

日# 省统计局巡

视员%省农普办第五督查组组长谢东星

带领省统计局%省地调队一行三人来到

我市#检查指导第三次农业普查入户登

记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第三

次农业普查领导小组组长刘保仓陪同

检查$

!*

日下午# 谢东星一行听取了我

市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座谈交流了入户登记中发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谢东星说#周口是一个农业

大市# 此次农业普查涉及到
!#.

个乡

镇%

.-.!

个村委会和
"**

多万农户#普

查规模庞大%范围广泛$周口市委%市政

府对农业普查工作高度重视#市农普办

为做好入户登记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

工作#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周口市入

户登记工作正按照既定方案稳步推进#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希望大家继续弘扬

求真务实的精神# 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

!!

日上午 #谢东星一行来到商水

县汤庄乡铁炉村 %商水县万亩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看望慰问农普一线工作

人员 %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 $ 谢东星

指出 #现场登记工作是农业普查的关

键环节 #直接影响普查数据质量 $ 各

级普查机构要加强领导 # 靠前指挥 #

把普查登记作为当前统计工作的重中

之重和头等大事#切实集中人力%精力%

时间#打好普查登记攻坚战$

省农普办督查组莅周检查农普工作

市开发区提前完成八一路南通工程征迁工作
#上接第一版$ 要加强和改善对政法工

作的领导# 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

子#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

制性问题#为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

日在北京召

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孟建柱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

示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国政法机关要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

中%五中%六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主动适应国

内外形势新变化#牢固树立深度的忧患

意识#切实增强工作预见性#以理念创

新为引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积极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一手抓从严从实从细

做好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一手抓深入

解决源头性%基础性问题#推动平安中

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再上新台

阶#进一步提高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能力#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人民

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规

范的法治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胜利召开$

国务委员%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曹建明出席会议$

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我市开展中心城区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孔明灯集中宣传活动

!!!!!!

昨日! 扶沟县回乡

创业青年段焕玲
7

左二
8

在加工点指导务工妇女

进行成衣加工" 段焕玲

在当地妇联的帮助下 !

在城乡设立来料加工点

"*

个!培训
"!**

多名妇

女掌握裁剪和缝纫技

能! 每名妇女利用闲散

时间年可增收
!

万至

!4.

万元"

谷志方 司冰 摄

人物简介

王中昌! 男!

."

岁! 沈丘县汴路口

人"

!%%.

年河南医科大学毕业!周口市

中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重

症医学会会员"

"*!.

年初!作为我市第

八批援疆干部到哈密地区伊吾县!任该

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 ! 主持工作 "

"*!(

年圆满完成医疗援疆任务后受当

地政府和市民强烈挽留!在周口援疆前

线指挥部的支持下! 延长服务一年半"

援疆工作
-

年来!他兢兢业业!默默奉

献! 为当地人民群众带去健康和快乐!

用实际行动诠释大爱无疆的人生理想

和信念"

"*!(

年!王中昌被评为伊吾县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

"*!$

年荣获周口市

五一劳动奖章"

勇于担当%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年初#市委组织部在市中医院

选拔援疆干部#要求
(*

岁以下%副高以

上职称#爱岗敬业#医术高明$ 王中昌是

为数不多的符合条件的一个#但是父母

年龄大#女儿上高中#爱人工作繁忙#正

是全家人需要他的时候$ 经过激烈的思

想斗争# 他认为好男儿要勇于担当#要

听从祖国召唤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毅

然报了名$ 经市委组织部层层筛选#他

被选中#成为周口市第八批援疆干部$

当年#在春寒料峭的
-

月 #他别妻

离子#来到哈密地区伊吾县$ 接受采访

时他说*,组织上选中我#是对我最好的

肯定和信任#我要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

方去#贡献我个人的力量$ -

牢记使命%用精湛医术保护人民健

康

广阔的草原牧场 # 连绵起伏的雪

山# 壮丽的千年胡杨# 浓郁的风俗民

情..大自然赋予边疆伊吾太多的美

丽# 同时也带给这里带来恶劣的自然

环境*气候干旱#昼夜温差大#全年最高

气温
.-4(/

%最低气温
9.*0

$ 面对环境

的不适应# 王中昌整夜整夜地失眠#但

他挺过来了#他用忘我的工作来充实生

活#用援疆经历为自己的人生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在王中昌到来之前#医院没有专门

的儿科门诊#也没有儿科医生#因为他

的到来#伊吾县人民医院设立了儿科门

诊#王中昌任儿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他

既是儿科副主任# 也是一名普通医生#

每天门诊量少则十多人# 多则几十人#

全由他一人接诊$

上班的第
!*

天# 一位双侧下颌淋

巴结肿大的
-

岁维族小姑娘前来就诊$

患儿下颌疼痛% 高热不退# 不吃不喝%

哭闹不安# 家长非常着急# 抱着县医

院治不了就立即转到哈密医院的心情

来到这里$ 王中昌将其收住医院# 询

问病史 # 观察病情 # 结合检查结果 #

确诊为 ,急性颌下淋巴结炎-$ 他凭借

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医术# 为患者进

行抗感染% 退热% 补液及外用药物等

治疗 # 并严密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 $

".

小时后# 患者发热减轻# 精神好转$

治疗三天# 患者体温得到控制# 疼痛

明显减轻 # 精神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

患儿又是唱又是跳# 病房里充满了欢

乐# 一周后患儿痊愈$ 同病房的室友

说# 如果没有王医生# 这病要穿过沙

漠戈壁和天山到近
"**

公里外的哈密

地区医院$

妙手回春%河南医生给了孩子第二

次生命

"*!.

年
!!

月# 伊吾县已经落下第

二场雪#王中昌首次领略到伊吾冬天的

寒冷$ 气候干燥而又寒冷#晚上睡觉常

常鼻孔流血# 睡眠质量很差# 但他仍

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工作% 对待病人$

一天上午
!*

点# 上完夜班在家休

息的他刚刚躺下还没睡着# 电话铃声

就响起了# 业务院长告诉他有急诊病

人# 其他医生处理不好# 转院又来不

及# 要他立刻赶到$ 这是一个从该县

自苇子峡乡医院转来的只
(

个月大的

维族女婴# 腹泻% 发热已经
%

个小时#

意识丧失
.

个小时$ 见患儿神志丧失%

面色苍白% 口唇发绀% 四肢厥冷# 表

现出休克症状# 王中昌立即组织人员

开展抢救工作$ 经过
-*

分钟的抢救 #

可爱的小生命得以保全$ 当患儿意识

恢复发出哭声时# 家属激动得不知所

措$ 下午
"

点# 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离开病房时# 患儿父母紧紧握着他的

手不停地说* ,是河南医生给了孩子

第二次生命# 我们全家人永远不会忘

记/- 痊愈出院后# 家属还给医院送来

了一封感谢信$

传道授业% 授人以渔

国家连续数十年开展援疆工作 #

使这里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但是医

疗条件还很差$

"*!.

年# 王中昌刚到伊吾时# 伊

吾县人民医院只有一个门诊和一个住

院部 # 全院有处方权的医生仅有
!.

人$ 那时# 人们患了小病也要翻山越

岭到哈密地区医院去看# 其间四五个

小时的车程耽误了许多急重危病人 $

后来新建县医院大楼# 才开设急诊%妇

科%口腔等科室#但是许多科室医生紧

缺#技术力量薄弱#一个科室仅有一名

处方医生$ 经过深入思考#王中昌认为

光靠自身力量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

一定要尽可能为伊吾培养一批具有相

当水平的医护人员$ 于是#他制订了,传

帮带-计划#加大对医院技术人才的培

养力度$

平时#他在查房时#依据患者疾病#

向年轻医生讲述病因%病理%诊断%并发

症及治疗方法# 手把手传授操作技能#

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当地医务人员$ ,传帮带-计划进展一段

时间后# 他了解到年轻医生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较薄弱#理解能力有限#讲课

必须通俗易懂才能有效$ 于是#讲课时

他坚持重新备课#放弃来疆之前准备的

许多讲稿#力求让他们听懂%听会$ 现

在# 他所帮带的医护人员临床诊治%分

析判断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多数都可以

独当一面了$

情洒伊吾%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王中昌的高尚医德和高超医术得

到了伊吾县人民的认可$ ,看病找河南

医生-成为当地群众的就医准则#他也

被誉为,伊吾儿童的保护神-$ 伊吾县城

有
"***

多人#儿童有
-**

多人#其中大

部分人都认识他$ 因此#在他上下班的

路上#经常有人向他打招呼$ 王中昌深

深地感到#他已经完全融入了伊吾这个

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

员$

"*!(

年#他圆满完成为期一年半的

援疆任务#准备和家人团聚$ 但是伊吾

人民离不开他# 医院领导找他谈话#县

领导极力挽留#后来在周口援疆前线指

挥部的支持下# 他决定延长服务一年

半$

下乡巡诊%把中原大爱洒在伊吾

为了更好地服务伊吾人民#他和河

南援疆医疗队员先后行程数千公里#到

盐池乡%前山乡%淖毛湖镇等地进行医

疗巡诊# 向患者提供医疗保健服务#普

及疾病防治知识和健康教育知识$ 他组

织参与,七一-为老干部健康体检#,八

一- 下军营向战士们宣传健康知识#平

时每月两次下村为行动不便的老人看

病送药#开展健康教育$ 他还组织医务

人员深入伊吾县直各单位#广泛开展健

康知识讲座$

美丽的伊吾河#融雪水%汇溪流#蜿

蜒前行#不仅哺育着两岸勤劳淳朴的人

民# 也记录着像王中昌这样心系边疆%

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援疆干部的拳拳

之心# 记录着他这样一位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医生对边疆医疗事

业的赤热情怀$

伊 吾 儿 童 的 保 护 神
!!!记周口中医院援疆医生王中昌

记者 付永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