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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赵永生） 3 月 26 日
上午，国家“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
心专病医联体”在内丘县中医院挂
牌同时进行学术交流。来自河北省
中医院皮肤科主任雷明君 教授为
其揭牌并进行学术交流，来自邢台
市周边的皮肤科专家，医务科、皮
肤科等相关科室负责人参加了活
动。

一直以来，县中医院十分重视
专科建设，以期为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的医疗服务，皮肤科成为国家银

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专病医联体单
位，标志着该院皮肤科能力建设又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该院负责人表
示：将以加入国家银屑病规范化诊
疗中心为契机，利用好专病医联体
这一平台，充分发挥自身龙头带动
作用，不断推动区域银屑病的规范
化治疗，搭建好绿色诊治通道，让
银屑病患者不出内丘就能获得及时
规范的国家级诊疗服务，为群众提
供更加规范精准的治疗，使银屑病
患者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

国家“银屑病规范化诊疗中心
专病医联体”在县中医院挂牌

本报讯（张华） 为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和深度学习两会精神，
推动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大力
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河北省内丘
县人民医院以义诊这一惠民实事
为契机，组织党员专家走进基层，
满足百姓的健康需求。3月 22日
下午，该院义诊活动走进五郭店
乡磨窝村，把健康送给当地居民
朋友。这也意味着，我院多学科
联合义诊拉开了帷幕。

县医院专家团队早早地来到
了义诊现场，这次出席活动的多
位专家有内科、外科、疼痛科、

牙科、口腔科、耳鼻喉科、产科
门诊、中医科、皮肤科等，前来
就诊的群众也早早地排起了长龙。
专家团队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和
血糖 100余人，免费健康体检 50
人，同时加强了对糖尿病、颈肩
腰腿疼、口腔卫生、静脉曲张等
医学知识的普及，专家们认真问
诊、检查，细致解答患者疑问，
出具诊疗建议，嘱咐后续检查和
治疗注意事项，把健康理念带给
广大群众。

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 270 余
人次，发放各类健康教育册和医

保宣传单 200余份。通过开展义
诊活动，提高了自我防范意识，
对提升居民健康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

内丘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孙
晓东表示，今后将坚持党建引领，
开展多种造福居民增强党群向心
力的健康服务工作，同时不断提
高医疗服务水平，为人民群众的
健康保驾护航。下一步，我院大
型义诊活动将走进更多乡村和社
区，为居民朋友带来健康福祉，
详细情况，请关注医院公众号。

党建引领聚合力 多学科义诊送健康

本报讯 （县公安局）为增强
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切实做好
校园及周边安全治理工作，近日，
柳林派出所结合辖区学校实际，
组织民辅警走进柳林镇明德中心
小学、柳林中学，为师生们送上
生动的“法治宣传教育课”，引导
广大师生养成自觉守法的好习惯！

社区民警根据青少年学生的
年龄、心理和生理特点，结合真
实的典型案例，运用通俗易懂、
易为学生接受的语言，对校园暴
力行为的表现形式、社会危害性
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重点从
“校园暴力的定义及种类”、“校
园暴力产生的原因”、“校园暴力
对受害者产生的危害”、“校园暴
力的预防及处理方法”、“如何用
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等方面进

行详细阐述，使广大在校学生充
分认识到校园暴力行为不仅会受
到社会舆论和道德谴责，而且还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遇到校园暴力现象时，要善于拿
起法律武器，敢于向各类校园暴
力行为说“不”。

此次法治进校园活动受到了
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也为校园
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教育氛围，增
强了广大师生的法律意识，受到
了师生的一致好评。

该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柳林派出所将继续加大普法宣传
教育，持续“法治进校园”普法
宣讲活动，传递法治声音，播撒
法治种子，以法治力量护航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柳林派出所：扎实开展
“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县交警队）为深入推
进“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
传活动，进一步强化农村地区交通
安全宣传，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
识、法律意识和文明意识，近日，
内丘交警以扁鹊庙会为契机，走进
医祖圣地———扁鹊庙，开展“美丽
乡村行”巡回宣讲。

活动中，民警利用庙会人流车
流多的特点，通过对周边摊主及过
往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的方
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对面向群

众讲解农用车载人、骑乘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汽
车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
害性，针对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现
场进行答疑解惑，民警提醒商贩摆
摊设点和运输过程中要遵守交通法
规，做到不占道经营，不超员超
载，教育引导农村群众出行时要知
危险、会避险，提高自我防护意
识，安全文明出行。

本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材料
500余份，直面宣传教育 600余人。

内丘交警走进医祖圣地--扁鹊庙
开展“美丽乡村行”巡回宣讲

今年 3 月 22 日是第三十一届“世界水日”，3
月 22—28 日是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3 月 22
日上午，县水务局在扁鹊公园西门开展世界水日宣
传活动。副县长韩利锋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
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向市民群众普及
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环境、防治水污染等相关知
识，在全社会营造促进人水和谐发展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现场共发放宣传单页、宣传手册 600
余份。 （县水务局摄影报道）

本报讯 （孙玉晖 程建海）
近日，内丘县人社局以会带训形
式，组织举办了一次养老保险政
策业务培训活动，全县 110余名
机关事业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了培训。

据了解，在业务培训中，该
县人社局主管领导对全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神进行学
习传达，并就开展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中人新待遇计发“清仓见底”
攻坚行动进行安排部署。同时，

该局工作人员分别就视同缴费年
限认定、“中人”计发和待遇调
整补发等政策要点进行解读，并
运用课件现场演示对系统操作进
行详细讲解，培训现场还就业务
经办和系统操作中常见问题进行
了答疑解惑和交流互动。

通过培训，既提升了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服务水
平和规范业务经办流程，又高质
量推动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大家纷纷表

示：这次培训，不仅给我们这些
业务经办人员提供了学习交流机
会，而且促进了我们业务经办服
务水平再提升，我们要为全县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
出新贡献。

下一步，内丘县人社部门将持
续加大业务培训力度，不断提升业
务经办水平，按照时间节点高表准
高质量完成制度改革各项任务，切
实维护参保人员社保权益，维护好
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县人社局：

以会带训提升经办水平

本报讯 （吉书根 黄雅丽）
我县南赛乡神头村刘韩杰于 2021
年 3 月，被全村党员群众选举为
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他上任后，
在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领“两
委”班子成员，狠抓新农村的村
风村貌和环境卫生建设，将全村
460 余户 1700 多口人的露天旱厕
全部拆除，修建成干净明亮的水
冲厕所。并将主街道两旁栽上 300
多棵风景树，通往扁鹊庙风景区

的道路更加优美壮观，还把全村
群众使用后的污水，全部引入新
修建的污水管道排放到规定地点。

随后他又同班子成员带领群
众将 1600 多米河槽内的废弃拉圾
全部清除，保证了雨季洪水畅通
和群众的财产安全。并且又给全
村大小街道及门前按装上 278 盏
路灯，群众都高兴的称赞他是为
全村人办实事的好干部。

刘韩杰：为民排忧心系百姓
本报讯 （县法院） 3 月 23

日，内丘法院依法对以物抵债的
一处房屋进行强制腾空，顺利交
付申请执行人郝某，有力维护了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充分彰显了
司法公信。

在申请执行人郝某与被执行
人和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申
请执行人郝某与被执行人和某、
担保人河北某有限公司达成执行
和解协议，担保人自愿为被执行
人和某提供执行担保。担保人河
北某有限公司自愿对其名下位于
内丘县某商业街的商铺予以评估、
拍卖，因无人竞买导致两次流拍，
申请执行人郝某同意接受以物抵
债。内丘法院依法作出以物抵债
裁定书，将担保人河北某有限公
司名下的位于内丘县某商业街的
商铺交付申请执行人郝某抵偿债

务。内丘法院依法在该房屋张贴
了腾房公告，责令河北某有限公
司迁出房屋，督促限期搬离，但
其并未在公告限定的期限内迁出
该房屋。为依法维护司法权威，
捍卫法律尊严，保障胜诉当事人
合法权益，内丘法院组织了强制
腾房执行活动。

为确保此次行动顺利进行，
内丘法院制定了执行预案，细化
腾房举措，提前预判执行难点。3
月 23日上午 8时许，党组成员、
执行局长杨峰岭带领 10余名干警
集结出发，奔赴执行现场。到达
执行现场后，执行干警迅速按照
分工开展工作，依法进行强制开
锁，邀请内丘镇派出所两名民警
对执行全过程进行见证，并全程
使用执行记录仪录音录像，确保
整个执行过程依法依规、公开透

明、安全规范。最终，经过干警
们近 2个小时的奋战顺利完成腾
房工作，将涉案房屋当场交付给
申请执行人。执行法官现场制作
交付房屋笔录，并由在场人员和
执行干警签名确认。至此，该案
得以顺利执结。

此次强制腾房活动，有效打
击了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和抗拒执
行行为，切实保障了申请执行人
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司法权威，
也为围观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
法宣传课，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下一步，内丘法院执行局将
继续围绕“司法质量巩固深化年”
活动，保持执行高压态势，用足
用活执行措施，持续加大执行力
度，切实提升执行威慑力和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

内丘法院成功执行一起腾房案件

近年来，我县将中医药文化引入校园，通
过建设中医药体验馆，组建中医药兴趣社团，
开设中医药校本课程，种植中草药等形式，让
学生们通过理论和实践体验活动，学习了解中
医药知识，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

图为我县平安小学学生们在县中医院，通
过识别中药材、体验艾灸疗法等，感受中医文
化的魅力。

（刘媛媛 李贺帅摄影报道）

倡导文明祭祀保护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