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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崔新
娟）“农时不等人，绝收地块改种工作

刻不容缓。”8月12日，在温县武德镇

沁河大堤边一片因被水淹而绝收的玉

米地里，正在向翻好的田里播撒蔬菜

种子的徐堡东街村集体合作社社员王

小卫说，“农技专家给我们讲了灾后作

物救治知识，县里还发了黄瓜、青菜、

萝卜、卷心菜、尖叶菜心等种子。”

洪涝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疫情

拉响的警报更响更急。

连日来，温县一边筑牢城乡疫情

防线，一边紧抓灾后恢复重建。各乡

镇、街道及时成立了由农业中心、应急

办、村党支部书记等负责人组成的农

业救灾补损工作小组，由乡镇、街道包

村干部和农办技术人员下到各村，分

片包干开展农业救灾补损工作。

而在该县岳村街道西坡村村南的

一处绝收地块，戴着口罩、防护严密的

村民正在粉碎秸秆，准备耕地改种。

“前期，我们对被洪水浸泡的玉米地、

花生地进行了排水；对受淹时间较短

的玉米、花生采取用喷雾器打药防治

病虫害。”该村村民黄小河说，“部分绝

收地块已经种上了绿豆。”

针对农田受灾的不同情况，温县

“一田一策”精准施策。对于小块地绝

收情况，及时发放蔬菜种子进行补种；

对于大块地受淹情况，提前排水打药

恢复生长；对受淹地块为地头横切面、

单个耕作极其不便的，由集体统一调

配机械，县农业农村局统一提供种子，

进行统一耕作；对于大块地绝收情况，

该县安排了无人机播种作业，全面提

高播种效率。

作为乡村振兴“自我造血”的基

础，农业生态旅游类产业的振兴至关

重要。“太极圣地”赵堡镇陈家沟，涵盖

农业合作社、旅游服务协会、文创产品

合作社、电商平台合作社、物业服务管

理合作社等功能的陈家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正在紧张筹备中。

“疫情阻挡不了我们谋划和创

意。现在，村里已申请2000立方米的

冷藏大棚，用于招商引资；旅游服务协

会将村中现有的家庭宾馆、武馆、门

店，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设星定级，统

一管理；同时，鼓励村里能人贤士研发

独具特色的太极文创产品，由村委会

出面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委托生产。”

该村党支部书记陈冲说。

温县县委书记杨磊说：“灾后恢复

重建须朝夕必争。活跃在全县各条战

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既要当疫情防

控的‘急先锋’，又要做乡村振兴的‘摆

渡人’，脚下多沾泥土，心中沉淀深情，

做细做实疫情防控，加快发展，不负时

代召唤和人民重托，共同谱写乡村振

兴的崭新篇章。”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胡瑞琪文/图

8月12日上午，8点多，正阳县吕

河乡杨店村疫情防控卡点旁，32岁的

乡党委委员、副乡长程俊楠朝着县城

的方向跪在地上，放声痛哭：“爷爷，因

为疫情，小时候你最疼爱的孙子却不

能为您送葬……”

8月9日上午，刚上班的程俊楠接

到家里电话，82岁的爷爷病危，他急忙

向单位领导告假赶回县城的家中见上

老人最后一面。中午时分，程俊楠突然

接到乡里电话，他所分包的杨店村发现

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要求他立即赶回村

里。他放下电话，一路哭着就赶到村

里。

一到村里，程俊楠就和乡村干部

一起，摸排人员信息、设点布控、组织

核酸检测、为封控区群众提供生活保

障……

在正阳，像程俊楠一样日夜坚守在

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有2万多名。

正阳县疫情发生的当天下午，驻马

店市委书记蒿慧杰就赶到该县吕河乡

杨店村、大杨村、彭围孜村和兰青乡兰

青村、袁寨镇付庄村等地，实地检查农

村疫情防控情况，并就落实最严防控措

施、严防疫情输入扩散作出要求。

10日上午，省长王凯、副省长陈星

前往正阳县部分村庄、集中隔离点、医

院等地，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卡点运行

状况，详细了解人员登记、扫码测温等

防控措施落实和医护人员配备、居民

生活保障情况。

10日晚，驻马店市市长李跃勇深

入正阳县疫情防控一线，连夜主持召

开专题会议，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

统筹调度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

“自8月10日起，将正阳县吕河

乡、兰青乡、袁寨镇所辖行政区域风险

等级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正阳县吕

河乡杨店行政村、大杨行政村、彭围孜

行政村和兰青乡兰青行政村、袁寨镇

付庄行政村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

区，全县其他区域仍为低风险地区。”

“全县所有文化馆、纪念馆、图书馆

（含城市书房）、网吧、KTV、电影院等文

化娱乐场所一律暂停营业；群众文化活

动、送文化下乡演出等暂停，恢复时间

另行通知。”

……

正阳县委书记王东征、代县长刘磊

等县四大班子领导更是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在精准研判疫情的基础上，短短

2天时间内，该县先后发布8个相关通

告，围绕“严、快、细、实、准”的五字方

略，打出了一套“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精准防控的组合拳。

从11日起，驻马店市中心医院、驻

马店市中医院及汝南、平舆等县医院先

后派出700余人的核酸采样医疗队支

援正阳核酸检测，力争12日完成县域内

居民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力争做到

不存盲区，不漏一人。截至11日16时

全县已采集核酸检测采样本467064

份。

“疫情不消，我们不退！”面对突然

而至的疫情，正阳人正在与时间赛跑，

同病毒竞速，动用一切力量，全力打赢

这场疫情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冯
琦添）8月12日，记者从南阳市常态

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本轮疫情中南阳市

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0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0例。

自7月5日至8月11日，南阳市

共排查出从中高风险地区及关联地

区入宛返宛人员777人，核酸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正在隔离医学观察的有

698人，解除隔离医学观察79人；其

中，从郑州市六院返宛人员614人，

全部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隔天做

一次核酸检测，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南阳市全面开展风险人员排查，

掌握人员流动信息，及时做好风险管

控；加强交通管控，24小时值守，对

所有进入南阳市人员查验行程码、测

温，严把入口关；加强院感防控，坚决

守住防止医院感染这个底线；加强隔

离点管控；加强重点场所管控。

在严防疫情输入的同时，持续推

进疫苗接种工作，截至8月11日24

时，南阳市累计接种疫苗1087.8万

剂次，12岁以上目标人群第一剂接

种率达76.57%。此外，南阳市调整

充实了全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

组，人员增加到56人，建立中西医协

同预防救治机制。组建普通患者医

疗预备队31支461人，重症患者救

治医疗队27支269人，以保障疫情

发生时快速处置，及时救治。开通了

专家值班热线及远程医疗会诊系统，

76名专家轮流排班值守，通过电话、

网络远程会诊，不定期对县区开展技

术指导和会诊，及时掌握疫情动态及

处置疫苗接种不良反应，最大限度保

障接种人员生命安全。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郭培远）8

月12日上午，记者从郑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郑州市个体诊所即日起将暂停诊

疗服务。

据介绍，当前，郑州市疫情防控正

处于关键时期，但仍有少数个体诊所

违反规定私自接诊发热病人，给疫情

防控工作带来了较大风险隐患。为切

实堵塞漏洞，即日起，全市个体诊所暂

停诊疗服务；未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

哨点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

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

构一律不得收治发热、呼吸道等与新

冠肺炎相似症状的患者。发现发热等

可疑症状患者，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实

施临时隔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向辖区

疫情防控部门报告，由辖区疫情防控

部门安排专车转送发热门诊就诊。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郭培远）8月12日

上午，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十场

新闻发布会。会上，共青团郑州市委副书

记、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部新闻

发言人张琳琳介绍了对离郑人员的最新要

求。

在人员离郑方面，经过郑州市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研究，即日起，在5号通告规定的人

员离郑需持有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之外，增加了提供其所在单位（或居住地

社区）开具的离郑证明这一要求，目的是限制

人员跨市域流动，坚决阻断疫情外溢。健康

码为红色、黄色的人员，暂停离郑，按照疫情

防控部门的要求落实相应的措施。

本报讯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宣

传部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

假新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和中

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关

于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精神，河南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

省税务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

播电视局、省通信管理局、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持

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

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持

续深入开展“打假治敲”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新闻敲诈、发布虚假新闻

等违法违规活动，重拳整治网络传

播平台和公众账号的非法新闻活

动，严肃查处假新闻单位、假记者

站、假记者等，有效规范网上网下新

闻传播秩序，营造清朗健康的舆论

环境，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

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拨打以

下举报电话，有针对性地进行举报

投诉，提供案件线索，积极营造群防

群治、人人参与的良好环境。

（本报记者）

迁建小区生活美长垣

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

温县按下灾后重建快进键

无人机飞速补种 旅游业忙练“内功”

8月 11日，宁

陵县乔楼乡任和

水蛭专业养殖合

作社社员任安伟

看着丰收的水蛭

喜上心头。近年

来，该合作社带领

农民使用吊笼养

殖水蛭，收入高，

效益可观。

吕忠箱摄

正阳县2万多名党员干部奋战疫情防控一线

“疫情不消，我们不退！”

零确诊 零感染

南阳市是怎样做到的
郑州市个体诊所
暂停诊疗服务

省委宣传部等11部门联合部署

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

8月11日夜，医务人员正在为居民采集核酸样本。

8月12日起

离郑人员需增开离郑证明

水
上
﹃
蛭
﹄
富
路

□本报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庞卫东张彦华

8月11日，记者来到长垣市首个

滩区迁建小区蒲东家园，近距离感受

3年来，这些昔日滩区群众身边发生

的新变化。

近年来，长垣市把滩区居民迁建

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大批滩区居民

搬进了新社区，开启了新的生活。如今

距第一批迁建的滩区居民搬入新家已

经3年，他们在新的家园生活得如何？

8383岁老人吕祥林岁老人吕祥林：：
感谢党的好政策

“说句心里话，在这里住着真是

啥都好！”在长垣市蒲东家园小广场

附近，83岁的吕祥林老人正在乘凉，

当被问到搬迁到新社区的感受时，老

人笑呵呵地说。

3年前，吕祥林老人从武丘乡罗占

村搬迁了过来。“都说穷家难舍，人都有

这样的想法，特别是老年人，但是我们搬

到新的社区，住得好，做饭天然气一拧就

中了，冬天有暖气，出门是平整的道路，

买菜也方便，这些可比在老家的时候好

呀，住着住着这里也是家了，再让回去还

真不好适应了。”吕祥林介绍。

“感谢党的好政策呀，让我们从祖祖

辈辈居住的黄河滩区搬了出来，来到了

城区，住进了楼房，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也

不用窝在黄河滩里了！”老人激动地说。

老支书王国堂老支书王国堂：：
只要想干都有收入

78岁的王国堂，是长垣市武丘乡罗

家村的老党支部书记。虽然已经不再

担任党支部书记，但是多年养成的习

惯，他一直关注着村子。“现在村子变

社区了，变化可大了！”王国堂说。

“我们罗家村在武丘乡东北角，

位置偏僻，村里常见聚堆闲聊和打麻

将的，现在都很少有闲着的人了。”王

国堂说，以前在黄河滩里，村里高低

不平，一下雨到处积水，有些家庭想

出门都难，在社区里路都是平整的，

绿化多，还有小广场来休闲娱乐，这

环境可是早前想都不敢想的。

“幼儿园就在小区里，孩子们不

用出大门就上学了，生活上更便利，

近的有小市场，想去大市场可以到门

口坐11路免费公交车，直接就到了。

看着这些变化，我是打心眼里高兴

呀！”王国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