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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

员刘源）8月4日，重庆重大生

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捐助的价

值20万元的农药运抵汝州。

据悉，这批物资是经农业

农村部、中国农药发展与应用

协会、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统筹

协调捐助的，56件绿僵菌油悬

浮剂将全部用于汝州市农业灾

后生产恢复。

爱心物资送到汝州 刘源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永
涛 张许鹏）8月11日，汝州市交通运输

局消息，按照“先急后缓，先通后畅”的

灾后道路建设原则，该局在农村公路水

毁修复工程中，选取确定了同丰村塌

方、东大窝塌方、前石线石台桥、县道靳

马线木兰沟西桥、县道温李线石梯村塌

方等8个项目先行施工。日前，该局党

组书记、局长梁帅军及农村公路管理所

负责人等到现场督导。

梁帅军强调，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和

“百县通村入组”工程是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各施工单位在保障工程质量和安

全施工的同时，要尽量吸纳本地人员参

加施工，使用外地人员的，要落实健康

码、行程码和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并隔离14天，

确保项目安全健康有序开展。 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县道靳马线木兰沟西桥项目 郭永涛 摄

综合新闻 2021年8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 / 成睿智 版式 / 魏静敏 校对 / 王仰瑞
电话 / 0375-6058288 E－mail / 13837160635@126.com

农村版RⅡ

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购药都可以

汝州开通重特大疾病患者购药“双通道”
报销部分直接抵扣 有效解决看病贵报销难

汝州市应急管理局精准对接服务企业

汝州“米袋子”“菜篮子”都满满的

两家爱心企业向夏店镇捐赠防疫物资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营战文/图

7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形势趋于紧

张，针对群众关心的“米袋子”“菜篮子”问

题，记者日前进行了探访。记者采访的有

汝州市商务局、汝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有关负责人，也有面粉生产企业、大型商

超的有关负责人，涉及产供销全产业链。

通过采访，记者了解到，日常生活用品有

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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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上午，记者在位于庙下镇小

寨村北侧的河南康隆食业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看到，一台两米多高的机器人正在码

放面粉，车间外，3辆小货车在等待装

运。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台机器人每

分钟可自动搬运码放面粉10多袋，工作

量与疫情防控之前基本持平。

公司董事长魏战强介绍，康隆公司

年加工小麦18万吨、仓储2万吨，由于目

前天气较热，市场处于需求淡季，生产量

只有旺季的80%左右。

在城区梦想大道西段原梦想食品公

司院内，河南益坊面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车

间外设置了零售点。记者注意到，25千

克的袋装馒头粉零售价为78元。该公司

副总经理李明坤说，近段时间，来买面粉

的市民较之前略有增加，每天平均销售量

在3吨左右。由于处于市场供应淡季，厂

里的生产量只有旺季的20%左右，供应

充足，民众不必抢购，要理性消费。

记者同时了解到，该公司在保证面

粉外销洛阳、三门峡等地的同时，还有日

产5万个“香面香”馒头的生产车间，专门

供应汝州城区的老城、帝多福、汇省客等

大型商超及街头零售摊点，占市场份额的

50%左右。目前，馒头的生产量、价格都

与往常一样。

汝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储运监管

科科长陈丙寅在受访时表示，汝州市有规

模以上面粉生产企业8家，其中日加工小

麦500吨以上的企业有6家，其余2家日

加工小麦在250吨以上，正常情况下，两

家企业生产就可以满足全市居民的生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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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26日到8月3日，我们统计

的数据表明，所有门店的米面油菜采购

量、销售量与以前相比基本持平，价格也

平稳。我们向市民发出承诺，疫情防控期

间，老城超市将千方百计保证市场供应和

价格稳定。”老城商贸有限公司综合管理

部总监董建宏在受访时说。

8月4日下午，记者在老城超市市标

店看到，该店东入口处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为进店顾客测量体温，并提醒顾客戴口

罩。走进超市，记者了解到，顾客较疫情

防控之前有所减少，部分产品推出了疫情

防控期间降价的优惠措施，5千克的袋装

金龙鱼长粒香米价格从 8月 1日前的

38.9元降到了目前的34.9元，10千克的

袋装金龙鱼清香稻长粒香米价格从8月1

日前的85.9元降到了69.9元，5升桶装金

龙鱼纯香非转基因玉米油价格从8月1

日前的69.9元降到了59.9元。

超市食品区负责人张伟说，由于在

去年疫情防控初期积累了丰富的市场保

供经验，今年7月底疫情防控形势趋于紧

张后，老城超市所有门店货品充足，并且

价格稳定。

8月10日，记者在朝阳路、城垣路口

帝多福超市看到，顾客必须扫描健康码或

行程码，接受体温测量，登记姓名、联系方

式，测体温后，方可由消毒通道进入超

市。该超市一名营业员说，目前，顾客量

有所下降，但超市各类商品包括副食品和

蔬菜等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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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商务局的市场监测数据表

明，目前，汝州市大米、面粉、食用油、猪

肉、鸡蛋、蔬菜等11种生活必需品库存充

足，日均销售量处于平稳运行状态。

自7月20日以来，汝州先后遭受强

降雨、洪涝及疫情等紧急事件影响，该市

商务局立即启动应急保供预案，联系商超

企业及时调拨生活必需品到紧缺点位，并

与省商务厅联系对接，协调采购运输车辆

通行，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与此同

时，该局实时监测，及时掌握各大型商超

生活必需品储备、销售、价格等信息，确保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汝州市商务局副局长于团道说：“根

据实地了解，目前，我市米、面、油、蛋、奶、

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市

商务局将持续关注各类商品供应情况，确

保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充足、不断

档，请广大市民朋友从容理性采购。”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

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常莹琪）记

者8月11日从汝州市医疗保障局获悉，

为满足重特大病参保人员用药需求、切

实降低个人医疗负担，该局针对门诊重

特大病患者病程长、看病程序多等情

况，印发了《关于开展门诊重特大疾病

相关药品及特定药品“双通道”的通

知》，将2021年国家谈判药品度普利尤

单抗等30种药品及伊马替尼等63种原

有重特大疾病药品纳入汝州市“特药”

支付范围。

一直以来，重特大疾病患者都需要

到定点医院看病买药，时间长、程序多，

疫情导致患者购买常规药更加不便。

开启“双通道”供药模式，让门诊重特

大病患者既可以持证到定点医院购药，也

可以就近到定点药房购药。患者在用医

保卡购药时，仅需支付个人承担部分，按

医保政策报销的部分可直接抵扣，为参

保患者提供了便捷的就医和购药服务。

8月5日，在河南天康仁医药电商

连锁有限公司市标一分店，汝州市第一

例重特大病人购药结算成功。职工刘

先生购买了治疗胃癌的口服药克唑替

尼，仅支付个人承担的部分，两三分钟

就拿到了药品。刘先生高兴地说：“这

个药跟我之前在郑州医院买的药，厂

家、规格、包装都一模一样，报销了

9884.16元，跟去医保局报的数额也一

样，有整有零。在家门口就能买药，刷

社保卡就能报销，医保政策真是越来越

为咱老百姓着想了。”

为保证报销数据准确无误，汝州市

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在征得患者同意

后，对医保软件系统多次测试，最终实

现了成功结算，解决了病人目前外出就

医购药难问题。

据了解，病情符合使用门诊重特大

疾病相关药品及“特药”的参保人员，可

以携带申报材料到定点医疗机构领取

《汝州市门诊“特药”使用申请备案表》，

经责任医师和医疗机构签字盖章后，到

汝州市医保局办理备案手续，医保局指

导患者选择定点医药机构，然后，患者

持责任医师开具的处方、本人的社保

卡，即可到定点医疗机构购药并享受直

接报销待遇。

根据汝州市开通的重特大疾病“双

通道”供药模式，汝州市重特大疾病参

保患者可以通过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

零售药店两个渠道购买指定药品，充分

发挥定点零售药店供药优势，方便重特

大疾病参保患者，解决了病人垫支负担

重、跑腿报销难的问题。

据介绍，目前，汝州市第一人民医

院、汝州市人民医院、汝州市中医院、汝

州市骨科医院、汝州市济仁糖尿病医

院、汝州市眼科医院等6家医疗机构是

汝州市“特药”定点医疗机构，两家定点

药店是河南杏一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六十九分店、河南天康仁医药电商

连锁有限公司一分店。

“双通道”供药模式强力释放了汝州

市的医保红利，解决了重特大疾病患者

异地就医、垫支问题，有效减轻了患者的

医疗负担。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的

当下，该模式直接解决了重特大疾病病

人出门难、购药难的困境，避免了交叉感

染，有效节约了患者经济、时间成本，保

证了“救命药”及时惠及患者，为广大门

诊特殊病患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高素
会）8月11日，汝州市应急管理局消息，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该局班子成

员、助企服务专员已走访调研26家企业。

在此项工作中，该局成立了党委书

记、局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重点从市

委、市政府和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已出台

的安全生产政策、执行过程未到位的问

题、优化营商环境等5个方面开展工作，

建立助企服务官包联机制，安排助企服

务专员，定人、定责、定时限到分管联系

企业精准对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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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老旧小区有“管家”了

吴洼棚改项目154套新房发钥匙了

钟楼街道党史学习教育助推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梁浩鹏）面对疫情防控的严

峻考验，钟楼街道党工委把疫

情防控工作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的“磨刀石”，以党建为统领，全

力以赴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

在一线战场开辟党员阵

地。针对辖区小区楼院多等难

题，该街道党工委组织机关党

员及社区“两委”干部 100 余

人，号召入党申请人和积极分

子积极参与，设立了 93 个卡

点，每个卡点均成立了临时党

小组、疫情防控工作责任组。

摸排辖区内73个无主小区、15

个物业小区，组织6000余户中

的853名在职党员开展疫情防

控“双报到”，参加所在小区日

常防控。

在一线战场弘扬先进人物

事迹。闫庄社区党员吴伟锋和

朋友商量，发挥特长，自发组建

了三人防疫消杀飞行队，用自

有的两架植保无人机，为社区

进行空中撒药消杀。在洛阳经

商的拐棍李社区居民王占广为

社区捐赠100箱方便面、100箱

矿泉水。闫庄加油站为闫庄社

区捐赠10箱方便面、10件矿泉

水，久久家具定制店为闫庄社

区捐赠4件矿泉水、两箱饮料，

个体户姜伟捐赠10件矿泉水、5

箱方便面，程楼社区欣欣超市

为程楼社区捐赠苏打水3件、方

便面8件。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于俊鸽）8月11日，汝州市紫

云路街道吴洼安置区物业管理

方、河南御桦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经理杜旺说，目前，公司已收

到吴洼安置区项目建设方南通

三建3栋楼154套新房的钥匙，

接下来，将把这154套新房的钥

匙分发到吴洼村村民手中。

吴洼棚改项目于 2015 年

12月启动，今年6月5日开始第

一轮选房，已有630户选到了心

仪的新房。

“以前住平房，冬天取暖特

别不方便，现在好了，等搬进新

家、通上暖气后，就能暖和过冬

了。”吴洼村村民张占峰说，第

一轮选房时，他挑选的新房在

28号楼，三居室118平方米，回

迁入住后将大大改善一家人的

居住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

员关莉燕李晓鹏）8月11日，汝

州市住建局消息，汝州市已完

成改造的16个小区中，有两个

已配备了物业管理机构，其他

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也在积极

推进中。

据介绍，列入改造计划的

老旧小区共有86个。在老旧小

区改造中，汝州市住建局始终

坚持全面统筹，按照政府引导、

街道牵头、社区组织、群众参

与、业主自治、市场运作的原

则，采取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

参与等多种管理模式，强化建

章立制，推进小区管理市场化、

专业化、规范化，确保提升老旧

小区治理水平。

汝州先修8条水毁农村公路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正需要

口罩，你们就送来了，感谢两家爱心企业对俺村抗击

疫情工作的支持和帮助。”8月9日上午，河南汝凯源

农牧公司、山顶人家生态庄园将一批爱心物资送到

汝州市夏店镇夏南村疫情防控执勤卡点，夏南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平愿晓一个劲儿对两家爱心

企业负责人平自愿、平社晓表示感谢。

这两家爱心企业一直致力于夏店镇北部山区民

宿、民俗旅游开发和生态建设。7月底，疫情形势紧

张后，夏店镇再次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各村都设

置了疫情防控执勤卡点。看到党员干部昼夜值守在

抗疫一线，平自愿、平社晓立即出资购买了8000个

医用口罩、80件矿泉水、80箱方便面，送到夏南村、

夏西村疫情防控执勤卡点。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丁亚伟）8

月9日上午，一辆满载爱心物资的货车开

进了汝州市洗耳河街道许寨村委会大院。

这是许寨村11位在郑州、汝州工作的年轻

人组建的“热心青年公益群”自发组织购买

的爱心物资。

“热心青年公益群”成立于2020年春

节疫情防控期间。群主张晓磊说，当时，群

里的年轻人捐献了价值4700多元的生活

用品送到村部，支援疫情防控工作。一年

多过去了，微信群不但没有解散，还成了年

轻人交流思想、热心公益、支援家乡建设的

平台。2020年春节后，村小学扩建资金紧

张，群里4名青年每人捐了2000元支持学

校建设，一时成为村里街头巷尾热议的话

题。

近段时间的疫情牵动着群友的心，大

家在群里商量再为疫情防控出把力，在短

短两天时间内，11名群友捐助近6000元。

“我们委托在郑州的杨洋洋购买84消

毒液、酒精、防护服等防疫物品，其他生活

用品在汝州购买。”张晓磊说，只用了一天

时间，物品就全部购置完毕。郑州的物品

专门通过货运送到了汝州。

洗耳河街道许寨村11位青年支援家乡防疫

重庆重大生物公司捐赠价值20万元农药

老城超市市标店蔬菜区

爱心物资送到疫情防控执勤卡点 平党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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