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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DIAN

我叫张丹，丈夫叫余程，我
俩今年都是 31 岁，也都是中共
党员。我是淮北市第一看守所
监管民警、四级警长，他在宿州
监狱做民警。

作为一名监管民警，我主要
负责收押提审，通过视频监控和
巡逻查看掌握在押人员情况，辅
助管理在押人员等工作。由于
工作对象的特殊性，我一直严格
要求自己做好本职工作，确保在
押人员的安全。我和同事们都
是“女汉子”，不仅工作中要认真
细致，还要关注每个在押人员的
日常情况和心态变化。特别是
会见或者提审后，有些在押人员
会出现情绪波动，这就需要我们
及时进行心理疏导，遇到突发情
况或者在押人员不舒服的情况，
要第一时间通知管教和医生，及
时解决问题确保她们安全。

余程工作的宿州监狱，是一
所重型犯比例较大的监狱，千人
以上的在押量，任务非常繁重。

他在防爆一线，负责巡逻防控，
应急处突。平时不仅要制止和
平息狱内罪犯脱逃、行凶、自杀、

暴狱、袭警、哄监闹狱、打架斗
殴、劫持人质等重大监管安全事
件，还要负责监狱突发事件的应

急处置工作。每天的工作平凡
琐碎，却责任重大，不能有丝毫
马虎。

夫妻俩都属监所民警，平日
里都要上夜班又异地，我们见面
时间很有限。为了更好地照顾
儿子，我们向单位申请把上班时
间错开，这样就可以至少留一个
人在家里陪伴孩子。一个月，只
有大概 10 天的时间，一家三口
能聚在一起，这时的儿子是最快
乐的。聚少离多，我们彼此都特
别珍惜陪伴的时光。

今年年初，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来势汹汹。我因意外骨折在
家休养，心急如焚。丈夫首先接
到命令要返回工作岗位，启动战
时状态，实施封闭管理。看着打
着石膏的我和家中刚满三岁的
孩子，他忧心忡忡：“这段时间我
不能照顾你和孩子了，让我妈来
帮忙吧！”

“全国人民都在抗疫，这是
工作需要，我理解。我在家能
行，你去吧！”我挤出笑容安慰
他。老公还是紧急联系了老家
的婆婆来看护我和孩子，然后义
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防控一线。

没过几天，我也接到了单位
的通知：为确保在押人员的安

全，监所即将施行封闭式管理，
警力严重不足必须归队。疫情
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还未
到期我毅然提前去医院拆掉了
石膏，安顿好年迈的婆婆和幼小
的儿子，拄着双拐奔赴岗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刚刚拆掉石膏的我还要靠
双拐走路。第一天上班就因为
坐的时间太长，脚又肿又疼，同
事提醒我抬高患肢促进血液循
环，才慢慢消了肿。上班期间最
痛苦的事情就是上厕所，因为一
只脚不能用力，重心不稳，上个
厕所出来总是满头大汗。领导
了解情况，特别联系人为我买了
一个坐便凳子，解决了我如厕的
一大难题。

有人说，疫情期间监所就是
最安全的地方。但全国已有好
几个地方的监狱发生新冠肺炎
感染事件。我也一刻不敢松懈，
密切关注监室情况，观察每一个
在押人员的状态，坚持每天测量
体温，做好监室和在押人员的消
毒工作，认真学习疫情防控期间
监所工作指南，及时发现并制止
监室人员的违规行为。

有信仰就有力量，有担当就
有作为，有正气就有希望。我始
终坚持“在岗一分钟，安全六十
秒”的理念，坚决把疫情阻隔在
高墙之外，确保在押人员的绝对

安全。
“监所工作无小事。无论前

行的路上有多少难处，我们也得
扛起这份责任，撸起袖子加油
干，要打赢这不见硝烟的战争，
确保看守所的绝对安全。”我与
丈夫通过视频互相打气，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
心”和“担当”。40多天里，我们
没有相见，儿子在视频里声声呼
唤：“妈妈，我想您了……抱抱妈
妈。”每次，我都会笑着对儿子
说：“余自舒，你是最棒的男子
汉！妈妈和爸爸都有任务要完
成，你的任务就是在家里要听奶
奶的话，好好吃饭，回去就给你
戴小红花！”

关了视频，泪水会止不住落
下。双警家庭的孩子可能总是
会比别的孩子更懂事一些，因为
他们知道爸爸妈妈肩上的职责
和使命，虽然这一段时间缺少了
陪伴他成长，但是我相信，随着
他年龄的增长，一定会以我们为
傲。

“没有一个冬天过不去，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待疫情退
去，让我们一起看春暖花开。”这
是在抗疫之战中，我对老公说的
最多的一句话。

每一次，老公都会隔着手机
屏幕冲我比划着胜利的手势：

“一言为定，加油！”

夫妻同心战疫情
——“淮北市最美抗疫家庭”张丹一家的故事

勤学苦练强本领
2002年，皖北煤电在祁东

矿 3222 工作面上马第一台电
牵引采煤机。时任机电副队
长的朱纯海挑起了这个重担。

“电牵引采煤机采用的是
进口变频器，与这个设备相关
联的图纸一共有十几张，涉及
变频腔、接线腔、保护腔，并附
有坐标进行连接，非常复杂。”
朱纯海说。

为尽快掌握设备的原理，
朱纯海带着同事一有时间就
去综合机厂，学习设备的各种
性能。厂家有位老教授经验
丰富，朱纯海更是抓住机会经
常性地向老教授请教，认真把
每一个问题搞懂。

由于受井下条件限制，有

时 处 理 问 题 需 要 十 几 个 小
时。但每次问题处理后，朱纯
海都会细心总结，分析问题出
现的原因，寻找更快处理问题
的方法，对于下次同类型问题
发生时，朱纯海就能在十几分
钟判断出并处理掉。甚至通
过现场职工电话汇报，就能判
断出问题点，并指导现场电工
对问题快速处理。

搏击煤海展技能
2019 年，祁东矿又一次

迎 来 采 煤 装 备 上 的 技 术 升
级，皖北煤电第一套电液控
液压支架落户该矿。这套设
备可以大大提高职工现场操
作的安全性，但是对于祁东
矿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矿上选择了将该套设备安装
在 8231 工作面，现场使用过

程中维护重担依然交给了朱
纯海。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朱
纯海没有丝毫马虎。他前往
北京参加培训，在厂方技术
人员的指导下逐项对电液控
液压支架各种原理、如何操
作、故障应急处理等进行学
习。

朱纯海学习用心，在实战
中发挥了大用处。电液控液
压支架在 8231 工作面调试期
间，中间 5 架没有电源显示。
厂家技术人员先后更换了电
源盒、耦合器、控制器，都没有
把问题处理掉。正在一筹莫
展时，朱纯海主动请缨，对照
图纸细心排查，发现设备其中
一根电线在安装过程中接错
了。他很快处理掉了问题，得
到了厂家技术员的称赞。

“这个不好用。”“不是很
习惯。”每当矿上有新装备投
入使用时，总会有职工说泄气
话，打退堂鼓。原因很简单，
因为有些操作工文化程度不
高，接受新事物困难，习惯以
往装备的操作，对新设备应用
存在抵触情绪。

为此，朱纯海连续跟小
班，现场亲自进行实操培训。
向操作工灌输新装备能够降
低大家劳动强度、提高操作安
全性，并让他们在操作中亲身
感受新装备带来的便利，顺利
实现了电液控液压支架安全
应用。

扎根矿山不言悔
随着采煤技术的升级，

2019年，皖北煤电集团迎来了
采煤装备的又一次技术革命

——自动化综采工作面。祁
东矿成为第一批安装自动化
综采工作面的矿井。

自动化综采工作面与传
统工作面相比，给人最直观的
感受就是可以从地面控制台
直接看到千米井下工作面回
采情况，并可以对设备进行操
作，有效提高回采效率，改善
作业环境，大幅降低采煤职工
劳动强度，提升采煤工作安全
性。

身为机电副区长的朱纯
海着手安排机电组人员对自
动化综采进行地面联调，对发
现的问题和厂家逐项沟通，并
全力配合解决。由于准备充
分，自动化综采设备进入7133
工作面后，除受地质条件影
响，跟机功能无法调试外，其
余各项功能一次性调试成功。

2月底，受疫情影响，设备
已 经 在 井 下 沉 睡 了 一 个 多
月。朱纯海心急如焚。接到
可以逐步复工复产的指令后，
他立即带领机电组人员对设
备进行全面检修维护保养。
到达工作面后，他发现供液管
内的铁锈导致电液控片阀堵
塞。他对工作面114架的进液
过滤网逐一组织人员拆卸清
洗，并安排集中供液泵站人
员，及时处理净化水装置，确
保在最短的时间内液压水质
正常达标，实现自动化工作面
的顺利回采。3 月份，通过他
们对7133工作面的全力保障，
创下建矿以来单面单月产量
新高。

“干好本职工作，争取多
出成绩。”回顾自己在煤矿工
作的21年来，从操作工到机电
副区长，朱纯海将所学全部投
入到生产实践中，实现了岗位
成才。

6 月中旬，记者到濉溪县
刘桥镇脱贫户李时新家采访
时，他正在自家的羊圈忙前忙
后：“感谢党和政府这几年对
我的帮助。在帮扶人的扶持
下，我养羊一年能挣一万多
块，再加上低保、社保、残疾补
贴，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今年 73 岁的李时新是刘
桥镇王堰村村民，早些年因股
骨头坏死导致行走不便，被评
定为肢体残疾四级，同时还患
有慢性肺气肿、肺心病等。年
轻时的李时新特别勤劳能干，
曾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到过
煤矿务工。上世纪八十年代，
实行土地承包制后，他与老伴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
着勤劳的双手在村里率先过
上小康生活，一家人生活过得
幸福美满。李时新也深受村
民信任，被推荐为村民代表，
在他60岁时，到濉溪经济开发
区高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帮
着看大门，一看就是10年。

然 而 ，天 有 不 测 风 云 。
2013年，李时新感到大腿部有
些疼痛，起初认为是腿疼，到
村 卫 生 室 买 了 些 止 疼 药 吃
缓解了疼痛。转眼过了一年
多，实在疼痛难忍，在他女儿
的劝说下到县中医医院检查，
原来是股骨头坏死，且有部分
骨头已经粉碎，随后做了手
术，把坏死部分换成塑钢原料
的股骨头，先后花费 3 万余
元。老伴洪淑兰患有高血压、
脑梗死，后来双眼又得了白内

障，到县中医医院做了手术，
虽有好转，但是要经常吃药，
开销也很多。

2014年，李时新向村里递
交了贫困户申请，经过评议、
公示等精准识别程序后，李时
新老两口成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王堰村党总支书记王修
设以及镇村包保干部多次上
门走访，一方面了解李时新家
庭状况，一方面宣传扶贫政
策，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并为
其制定了精准扶贫方案，全额
为他家代缴农合，报销大部分
医疗费用。镇村帮扶人得知
李时新有养羊的专长，为其注
入了 5000 元养殖扶贫资金。
通过精准扶贫、精准施策，李
时新转变了“等靠要”思想，积
极发展养殖业，养殖山羊四五
十只，当年实现家庭人均收入
12000余元，于2016年脱贫。

李时新是个知道感恩的
人，每到秸秆禁烧时节，他主动
请缨，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喂好
羊，就戴着小红帽和禁烧袖
章，驾驶自己的电动三轮车，
带上水桶、灭火器、扫把、铁锹
等工具到田间地头参加秸秆
禁烧巡逻。在疫情防控期间，
他当起了宣传员，每天不厌其
烦地走庄入户，宣传疫情的严
重性、传播途径、预防措施，并
叮嘱大家不要随意出门，驱散
拉呱聚会人群，群众也很乐于
接受。此外，他还是个乐于奉
献的热心肠，村里谁家有个矛
盾，只要他听说会主动调解；庄
里道路有个坑坑洼洼的，他发
现后会带着铁锹义务修理。

感党恩 知回报
——濉溪县刘桥镇脱贫户李时新身残志坚励志前行

从操作工到机电“大拿”
——皖北煤电集团劳动模范、祁东矿采煤二区副区长朱纯海在奋斗中成长

张丹一家

40岁的朱纯海，现任
祁东煤矿采煤二区副区
长。1999 年 8月参加工
作以来，朱纯海参与了很
多皖北煤电集团的“第一
次”，也从这些参与中，成
长了自我。出色的工作，
为他增添了不少光环，他
先后荣获安全先进个人、
首席技师、“四优”共产党
员、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因为热爱，我选择干
采煤机电这行。对新装备
不弄懂原理，我睡不着
觉。”朱纯海说。

朱纯海研究图纸。

■ 记者 齐新亚 通讯员 梁勇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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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淮北分行积极开展“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

为确保通信扶贫工作更好更快得
到落实，淮北分公司加大与政府联动，
通过“两精准、一管控”举措，通信扶贫
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6月16日，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政策惠及率
由年初的12.8%提升至65.4%；22个建档
立卡贫困村党员活动室已100%赠送安
装1路宽带和ITV。

一、政府紧密联动，实现精准扶
贫。优化通信扶贫优惠政策，制定惠及
率提升方案。与村委等政府紧密联动，
了解贫困户清单，精准锁定通信扶贫对
象，通过上门宣传、电话联系等多种方
式，让贫困户了解并享受扶贫优惠政
策。

二、规范政策宣传，确保精准传

递。规范扶贫政策宣传，做好扶贫通
信网点标识牌、扶贫手册、扶贫海报等
宣传物料加载，扩大扶贫政策宣传触
点，确保扶贫政策宣传到位。同时开
展多轮送培，确保扶贫网点人员 100%
掌握扶贫政策，确保扶贫政策精准传
递。

三、强化过程管控，加大帮扶支
撑。通信扶贫工作责任分解到人，按日
通报管控，按月开展扶贫终端上柜情况
点检，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村的10个网点
100%上柜两款扶贫终端。督促责任单
元加快推进通信扶贫工作，针对推进较
慢的单元，市县党员开展现场结对帮扶
支撑，分析面临困难，寻找突破路径。

（淮北 魏耀飞 周允华）

中国电信淮北分公司
“两精准、一管控”推进通信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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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险
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风

险案例
典型案例
一天，客户至某支行要求变更

对公账户印鉴并暂封账户，其本人
声称是法人，但是预留印鉴丢失，
担心账户财产损失遂申请暂封。
支行员工核实到该客户是单位法
人，但对账户开户留存信息并不了
解。客户声称网上支付都是自己
使用但忘记密码。经查询单位流
水，当天该账户还在出入账，客户
对单位交易状况并不清楚。支行
员工立刻警觉起来，在仔细询问
下，客户承认了该账户是委托代账
公司开立，但开立后自己并未使
用，单位的一系列印章也交由代账
公司保管，后因涉及经济纠纷牵连

到了该客户，为了防止更大的损
失，在公安局的建议下客户来到开
户网点先申请暂停账户的出入
账。支行员工了解情况并进行核
实后，确认该客户系单位法人，便
先暂封单位的出账渠道，待顾客挂
失账户预留印鉴，办理新的印鉴再
做后续处理。

案例分析：
1. 向他人出借账户违反了《人

民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关于
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出
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规定。

2.现在社会中从事非法金融活
动屡禁不止，一些不法人员通常通
过借用、冒用他人证件开立银行账
户，或在社会上收购、借用他人银
行账户进行资金收集和转移，涉嫌
洗钱目的，严重扰乱社会金融秩

序，加大银行防范外部风险的难
度。而部分风险意识薄弱的客户
随意出租、出借账户的行为为这些
不法人员诈骗、洗钱提供了便利，
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危害，不仅损害
自身的利益，还会对他人和社会造
成伤害。

3.银行工作人员在给顾客开立
银行账户时，不论对私或者对公，
一定要做好客户的身份核实，开立
账户的用途，如涉及大额转账权限
的要根据实际情况审慎开立，并做
好客户账户使用提醒，提醒客户要
本人使用，杜绝出借账户的情况。

消保提醒：
1.消费者要清楚认识到开立银

行账户所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和社
会责任，意识到本人账户本人使用

的重要性。不随意将账户出借给
不法分子。出借账户给不法分子
不仅影响到社会金融秩序，而且会
泄露个人账户信息。一旦卷入经
济纠纷，百害而无一利。

2.银行工作人员要与顾客加强
沟通，服务过程中关注消费者的行
为细节，对消费者的异常行为要多
留心，多一句问候就会少一分风
险。向顾客宣传相关法律法规 ，陈
述出借账户的危害性。积极引导
客户自觉遵守有关金融法规及管
理办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利。

3.加强网点员工的风险防范意
识，对客户可疑行为应及时劝阻制
止，做好公司账户开立的前期情况
核实及后续账户使用情况的监测，
对有重大嫌疑的不法行为及时上
报有关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