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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理赔质效齐升 保险救援并行

我市保险业
全方位助力河南应对灾情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耀）7 月 20 日，
强降水突袭河南，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严重威胁。天灾无情人有情，我市保
险业快速响应、火线驰援，以自身力量为
河南人民构建
“保险堤坝”
。
人保财险运城中支第一时间组建了
两支救援队，配备查勘车、拖车、科技
理赔工具及救援和防疫物品等驰援河南。
平安财险运城中支组织理赔救援人
员紧急协调电话中心、救援合作单位等
各方力量，并协调省内水淹车定损专
家、救援车辆，对投保的河南车辆安排
专人进行联系回访，根据客户意愿对受
损车辆进行安置。
目前，平安财险运城中支已从河南拖
回 9 辆受损车辆，并与 4S 店对接沟通，优
先维修河南车辆，对损失较大无法维修

的，及时做好全损方案的协商，保证处理
时效和客户满意度。
另外，国寿产险、大地产险、永安产险
等公司第一时间抽调理赔骨干，奔赴河南
支援抢险救灾，以及灾后客户理赔服务工
作。诚泰保险运城中支向诚泰保险河南
分公司支援了 6 台拖车，助力河南灾区的
车辆救援工作。阳光保险依托合作车商、
车主服务中心、拍卖公司、救援公司等，提
前构筑救援网络，组建救援团队，联合事
故车残值合作商进行救援，并确保施救车
辆、保全场地充足。
下一步，市保险行业协会将加大调研
督导工作力度，要求各公司在做好自身防
汛工作的同时，通过组织捐款捐物、持续
资金倾斜、开通“绿色通道”等方式，帮助
灾区渡过难关。

夏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组织党员为河南灾区捐款
运城晚报讯 连日来，河南等地发生
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着亿万国人的
心。在夏县社会组织综合党委的倡导下，
各支部积极响应，迅速行动，为河南抗灾救
灾贡献力量。
夏县北城学校联合党支部预备党员王
凯和其他 3 位退役老兵紧急赶往河南新乡
市及卫辉市开展志愿服务，配合当地政府
转移受灾群众（右图）。精品农业联合党支
部积极组织夏乐精品瓜业协会会员捐款，
还有的会员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腾讯
公益基金、河南慈善总会等捐款。
截至发稿时，该协会累计捐款 7458
元；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其他党支部也纷纷
行动起来，党员带头捐，预备党员、积极分
子跟进捐，累计捐款 1 万余元。
（吉国琴）

新绛县社会各界
积极向河南灾区捐款捐物
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连日
来，河南汛情牵动着新绛县社会
各界人士的心。他们了解到灾
区生活必需品、救灾物资严重短
缺的情况后，纷纷行动起来，或
赶赴灾区一线参与救援，或积极
捐款捐物，以实际行动帮助受灾
群众渡过难关。
“看了灾情的新闻报道后，
我就决定要为灾区做点事情，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7 月 26 日，新
绛县绛鑫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
人来到县红十字会，拿出了 20
万元，定向捐给了河南灾区。随
后文庙社区的孔建国、张胜宝等
也来到县红十字会，每人放下
200 元就走。7 月 27 日，文庙社
区的韩惠琴也送来了 1000 元，
希望尽快捐给河南灾区。
7 月 28 日，山西鑫华亿五交
化公司购买了 100 套被褥、40
张竹板床、21 件救生衣、50 公斤
装的消毒液 24 桶、10 台喷雾器，

发放临时补助

帮扶受灾学子

运城幼师高专
心系河南受灾学生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
风雨无情人有情，学校永远是
大家的坚强后盾。近日，河南
籍学生的安危牵动着运城幼师
高 专 学 生 工 作 部 一 班 人 的 心。
他们第一时间对就读该校的 20
名河南籍学生进行全面排查和
电话家访，了解受灾情况，宣
传学校救助政策；组织专人对 8
名受灾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做

忆往昔 展未来

好心理疏导工作，引导学生积
极自我调节，振奋精神，重新
步入正常的学习生活。
对本次强降雨灾害造成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运城幼师高
专立即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申报
通道，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学
校审核通过后即时发放校内临
时困难补助，让受灾学生感受到
学校的温暖。

共青团闻喜县委

带领广大青年为“十四五”
转型出雏型贡献力量

20 余名优秀退役军人共迎“八一”
书法家创作军旅题材及抒发
爱国情怀的作品

运城晚报讯 （记者 刘凯华）
“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
没有在部队的锤炼，就不会有我今
天取得的成绩，我将永葆军人本
色，团结带领更多复转人员共创事
业……”
7 月 29 日上午，
退役军人代
表、平陆吉力食品公司总经理柳永
忠在
“退役不褪色 建功新时代”
退
役军人座谈会上如此感慨。当天，
来自我市的 20 余名优秀退役军人
代表齐聚一堂，
回忆军旅生活，
畅谈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共
同庆祝
“八一”
建军节。
我市退役军人代表及市作协、
书协的书法家、古运新城传媒会员
代表、平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
人员等参加座谈。
座谈会开始前，一行人首先来
到平陆县杜马乡杜马战役纪念馆，
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座谈
会现场，退役军人分享了各自在自

以及方便面和火腿肠，装了满满
一车发往河南。新绛县红十字
会主任葛洁丽说：
“ 灾区急需退
洪后的消毒物资和生活用品，所
以我们直接给灾区发去了急需
的物资。”
更令人感动的是，新绛天龙
救援队配备冲锋舟 9 艘、绳索发
射器一套、排污设备 4 套、发电
机 2 套、救生衣 200 件、6 米运兵
车 4 辆、专业救护车一辆、9.6 米
战勤保障车一辆、双排物资车一
辆、8 座面包车一辆、6.8 米物资
捐赠车一辆，于 7 月 22 日至 7 月
28 日，分 3 个梯队共计 35 名队
员参与河南新乡市牧野区高速
涵洞、共产主义渠大桥、市卫河、
市凤泉区、卫辉市等重灾区的紧
急救援。截至发稿时，该救援队
紧急转移和救援 1120 余名受灾
群众，捐赠矿泉水、面包、方便
面、药品、雨衣、速干衣等价值
6.8 万余元物资。
卫世新

◀

主创业、拥军优抚、乡村振兴等方
面的经验，并普及了国家对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的政策。在场的退役
军人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弘扬优良
作风，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大显
身手，再立新功。随后，多位书法
家即兴挥毫，激情创作军旅题材及

抒发爱国情怀的作品。
平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
苗顺国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用心
用情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
为退役军人在创业就业培训、人力
资源整合、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优
质服务。

运城晚报讯 在 7 月 28 日召开的闻喜县十五次团
代会上，共青团闻喜县委提出：
“ 十四五”时期，全县各
级团组织要组织团员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以青春行动助推
“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强调，深入开展“高举团旗跟党走、青春建功
‘十四五’”
“ 牢记青春使命、立志许党报国”等主题活
动，持续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
及团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坚定青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理想信念；组织青年争做创新创业的生力军；
动员青年争做助力乡村振兴的突击队；带领青年争做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深入开展普法宣传、安
全宣传等群众性活动，常态化线上线下开展禁毒防艾、
未成年人保护等法治宣传活动；精准服务青年需求，深
入开展“十八岁成人礼”
“青春兴晋”大学生暑期实践等
活动，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深入实施“公益助学”
“青
春圆梦微心愿”等品牌活动，加大对农村留守儿童、农
民工子女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关爱力度；抓好少先队
体验教育，开展争做“小帮手、小标兵、小伙伴、小卫士、
小主人”系列活动及“红领巾进社区”小志愿者体验活
动。
（刘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