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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培
珠）“什么是生态宜居？”“水体富营养有

什么危害？”“坑塘沟渠疏浚能否实现美

观与使用兼顾？”1月13日，一场特别的

网上直播在叶县人的朋友圈、微信群热

传。叶县廉村镇穆寨村返乡大学生丁彦

鹏利用自己所学知识给乡亲们授课，获

得上万人点赞。

丁彦鹏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生，

近日，他从外地回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正在集中隔离。隔离期间，他利用自身

所学在网上开设直播课，向家乡人讲授

生态环境相关课题。当天，廉村镇53个

村的党支部书记在该镇会议室集中收看

了这场直播。

“没想到搞环境整治还有这么大的

学问。”廉村镇沙渡口村党支部书记宋运

卿感慨地说。

丁彦鹏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后，

就读于安阳师范学院的学生李祯祯开

始了她的直播课。读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的她，在学校系统学习了中小学生

疫情防控知识。“能用自身所学，为家

乡疫情防控做贡献，我觉得非常有意

义。隔离结束后，我还会坚持授课。”

李祯祯说。

当天，叶县县委书记徐延杰还与丁

彦鹏视频连线，详细了解其在隔离期间

的生活情况，对他在隔离期间利用自身

所学服务家乡父老的做法表示赞赏和鼓

励。

叶县在外大学生10047人，目前已

返叶6325人。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下，为保证大学生安全返乡，利用所学知

识助力家乡建设，叶县为大学生返乡发

挥作用开辟通道、搭建平台。目前，叶县

已经从8个集中隔离点筛选出65名返

乡大学生，志愿为全县人民授课，内容涉

及生态环境、疫情防控、老年保健等多个

方面。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
长）“请组织放心，天气再冷，俺也会不

负众望，扛起党员担当，为乡亲们守好

卡点。”1月15日21时，老党员刘新桥

正迎着寒风，值守在平顶山市湛河区

河滨街道郭庄村村口的卡点上，该街

道党工委书记毛泓森突然走来，为他

披上了一件崭新的防寒衣，刘新桥激

动地说。

近期，湛河区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深入各乡村、各居民小区及重要路段、

高速路口、汽车站点、火车站点等关键

区域，成立临时党支部，守卡点、搞排

查、抓宣传，共同参与疫情防控，为辖

区居民筑起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随着极寒天气来临，值守卡点的

人员需24小时坚守岗位，异常艰辛。

为此，湛河区立即划拨党费10余万元，

购买防寒衣400余套，由各乡（街道）

党政领导干部带队到防疫卡点，将衣

物逐套送到工作人员手中。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大威

“爸爸，我在隔离点很好，请放心。您

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

“知道，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

好地做志愿服务！”

在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有这样

一对父女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一个

守护百姓安全，一个服务隔离人员，上阵

“父女兵”，携手抗疫情。

疫情发生以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魏武街道办事处主任化广伟，从最初

对返许人员“地毯式”大排查、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到全民核酸检测和居家隔离管控，

连续多日奋战在抗疫最前线，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忠诚履职，服务

人民”的责任与担当。

化广伟的女儿化楚尧是一名大一新生，

去年暑假期间看到父亲早出晚归，既心疼父

亲工作的辛苦，又佩服父亲坚守一线抗疫的

精神。去年夏天，她就积极到许州雅苑疫情

防控卡点参与志愿服务。今年放寒假回来，

她又主动请缨，报名参加了示范区中原电气

谷隔离点的志愿服务，连续14天封闭工作。

“能与父亲并肩抗疫，我感到无比骄傲

与自豪，也将全力以赴，坚持到底，尽职尽

责做好隔离点每项工作，守护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化楚尧激动地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1月15日，在禹

州市区北郊琅城路与祥云大道交会处的大

型隔离板房建设工地，“青年突击队”“党员

先锋队”的旗帜迎风招展，1200多名工人往

来忙碌，200余台机械紧张施工，场地平整、

首批板房安装等工作正有序进行。

“这里规划建设6000间隔离板房，主

要用于密接者、次密接者隔离医学观察。”

禹州市住建局副局长杨广甫介绍，隔离板

房建成后，房间内设有独立卫生间，配备

床、空调、淋浴、被子等设施及必要的生活

用品，隔离人员可拎包入住。

为尽快将疫情“圈住封死”，许昌市在

设置集中隔离点70个、隔离房间11665间

的基础上，决定再建设6000间隔离板房，

推动隔离场所扩量提质。

“我们于1月13日接到建设任务，第一

时间组织进场，全力以赴赶工期、抓进度，计

划用一周时间完成6000间隔离板房建设任

务。”项目承建方负责人、中建七局四公司副

总经理赵玉敏说，“施工期间，我们每天组织

两次消杀、一次核酸检测，严格落实相关防

疫规定，确保生产安全和员工健康。”

图② 1月13日上午，洛阳市洛龙区工商联副主席

毕国强，自费购买价值万余元方便面、火腿肠等物品，到

洛龙区科技园街道办慰问辖区多个抗疫防控卡点，向志愿

者献爱心。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书敏孙建科摄

图①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近日，民权县斑马

义务救援队组织人员到该县人和镇，对全镇各值勤卡

点、重点场所等进行全域消杀。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张增峰李哲摄

图③ 近日，安阳市妇幼保健院助产士高程在核酸

检测采样点忙碌工作。截至1月17日，她已累计进行核

酸检测采样5000余人次。 本报记者秦名芳摄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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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秦子
文）近日，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修武县组织全县85家单位在城区设置

了196个防控卡点，坚决守好疫情防

控的“第一道防线”。

城区人员流动性强、人口结构复

杂，为让各单位对分包小区楼院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该县建立了卡点疫

情档案“1+7”模式。“1”是一个基本情

况，“7”是“七个台账”，包括分包住户

台账、在外人员台账、健康管理台账、

出入登记台账、七类人员台账、大货

车司机和物流人员台账、交接班登记

台账。

该县要求，熟悉掌握分包小区楼

院在外人员台账（焦作市以外）和健康

管理台账，对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居

家监测的人员，卡点值班人员要精准

掌握，分类管控；未获得批准的居家隔

离、居家监测人员出入卡点时，要进行

劝返，对违反管控要求的要及时上

报。对分包小区楼院独居老人户、大

病户、残疾人户、留守儿童户、慢性病

户、孕产妇户、低保户重点排查，建立

七类特殊群体台账，加大关爱力度，落

实生活保障，开展心理疏导，用心用情

用力为特殊群体提供支持。

目前，在该县城区196个防控卡

点疫情档案“1+7”模式已全部落实到

位。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新强

1月12日，在鲁山县磙子营乡杨

北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10多名女工

正在赶制内衣。

“得病后花了不少钱，也出不了

远门打工，还成了贫困户。后来在姐

姐的帮助下筹措资金创办了这个内

衣厂，现在不但脱了贫，有了稳定的

收入，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内衣

厂的主人、1983年3月出生的肖福兴

介绍道。

肖福兴1999年初中毕业后到苏

州打工，2008年8月回老家时，感觉

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患上了

严重的慢性病。

“头几年一年的药费就得10多万

元，在家里歇了2年后，感觉借债度日

也不是办法。病情稳定后就开始在

家做些小生意，但由于日常吃药开支

太大，日子过得还是很难，被识别为

贫困户。”肖福兴回忆说。

肖福兴有个姐姐在南方一家内

衣厂做管理工作。“后来姐姐告诉我，

可以在家办个内衣厂，做来料加工赚

钱，我就动了心。”肖福兴说。

2019年年初，肖福兴在姐姐的帮

助下，筹措资金20多万元建起了200

平方米的厂房，购置了50多台设备，

开始流水线生产内衣。

目前肖福兴的内衣厂是从浙江

湖州拿原材料和订单，加工出成品后

出口销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平时

厂里有15个留守妇女在此打工，平均

每人每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肖福

兴对工人们也很体贴，工人们工作时

间可以灵活掌握，能够抽出时间接送

孩子上下学，午饭免费，逢年过节还

发米、油、洗发水等作为福利。

“厂子这几年平均一年能生产出

20多万件成品内衣，除工人工资外，我

一年能落10万元左右吧。这两年国

家政策好，药费报销了一大部分，一年

自费部分下降到了2万多元，现在经济

上基本没啥压力了。”肖福兴说。

“肖福兴因病致贫后没有躺着等

国家照顾，而是创办‘家庭作坊’生产

内衣，自强自立摆脱了贫困面貌，难

能可贵。去年6月份，他还响应国家

号召，利用现有设备，转产2个月，加

班加点生产出5万套防护服支持抗

疫工作，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扬。”一

旁的磙子营乡宣传委员于斐斐介绍

道。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李振阳通讯员

潘信海黄晓婉）“按照行好的线栽，注意

深浅、保持距离，可不敢马虎啊孩子们！”1

月12日午后，光山县晏河乡付店村党支

部书记詹才刚一边挥舞着铁锹带头干，一

边扭头叮嘱身后的大学生志愿者。一垄

垄油茶苗迎着午后的暖阳努力扎根。

付店村是光山县南部村落，典型的浅

山丘陵地貌，宽阔的村组路蜿蜒其间，自

然村落散布两侧，错落有致。房前屋后近

3000亩的茶园和2000多亩的油茶园是

村民们的“钱袋子”。

“县上林茶局今年做过亲测，丰产期

的油茶树亩产鲜果2200斤左右，其中高

产单株能结66.4斤果，去年市场收购价1

斤鲜果1.6元，按70棵折为1亩计算，亩

产值能达到3500元，村民种植积极性很

高！”詹才刚介绍，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以来，付店村发动群众和大学生志愿

者，开挖各村民组房前屋后空地600余

亩，全部种上油茶树，加上前期种植的数

量，全村油茶面积达2600余亩。

光山县独特的地貌特征、适宜的光照

和降水量使得这里的油茶果结得好、茶油

品质高。目前全县油茶种植面积达27.1

万亩，直接或间接带动30余万群众从中

获益，成为该县支柱性产业。

近年来，光山县以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为契机，大力实施“房前屋后一亩油茶”全

民油茶发展计划，发动群众利用房前屋后

边角地及河、渠、沟、湾、塘、岗和“四旁”等

自然地形栽植油茶树，美化环境，助农增

收。

“根据出台的方案，新发展一亩油茶

验收合格后，第一年财政补贴500元，后

六年每年扶持100元。房前屋后一亩油

茶计划已在全县 26个村铺开，造林达

1830亩，后期我们还会派技术员到各村

指导跟进，确保种一棵活一棵。”该县林茶

局副局长徐茂权说。

百里油茶百里绿廊，一方产业一方兴

旺。借助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孙铁

铺镇屈岗村经村“两委”统一规划，370户

村民在自家房前屋后等边角地上栽植了

2.7万株油茶树，据估算，挂果后每户获得

利润可达6000元左右；文殊乡管黄洼村

民组在返乡成功人士的资助和带动下，昔

日的废弃荒地变成了油茶园，休闲广场

上，村民扭起秧歌跳起舞，享受着人居环

境整治带来的成果。

“油茶树是光山人民的‘摇钱树’，我

们就是要让这棵‘摇钱树’为人居环境整

治加‘油’！”该县分管农业农村的副县长

戴永恒说。

□本报记者冯佳志通讯员郑飞帆

1月13日，武陟县龙源办事处小徐

岗村村民刘女士将一面写着“感谢人民

好交警助人为乐新风尚”的锦旗送到武

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五中队交警手中，

感谢他们关键时刻紧急救人的善举。

1月8日，五中队四名交警驾驶警

车，赶往小徐岗高速口执行疫情防控设

卡盘查任务，行至武陟县309省道与云

台大道交会处小徐岗村东时，有一名中

年妇女慌慌张张向警车招手求助，说孩

子在5米高的平房上玩耍摔了下来，已

经打了120，急救车还没到，全家人特别

焦急。交警们不容多想，沿着求助人指

引的方向急速向村里驶去。

到了求助人的家中，只见院里围满

了街坊邻居，小女孩满脸是血，昏迷不

醒。交警们一边安慰家人，一边打电话催

促急救车抓紧时间赶到，同时向中队长报

告情况，并快速派出交警在村十字路口等

处指挥疏导交通，确保急救车辆快速到

达，快速开出。急救车赶到后，四名交警

又帮忙抬担架，将小女孩小心抬到车上。

随后，警车开启警灯警报在前方开道。从

小徐岗村到县人民医院平时10分钟的车

程，当天仅用5分钟就安全送到，为抢救受

伤小女孩赢得了宝贵时间。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徐美玲

在三门峡市陕州区公安局有这样

一位民警，干刑警战功赫赫，干网监成绩

不凡。他就是陕州区公安局网监大队大

队长、一级警司王淇。

今年31岁的王淇，在警察职业生涯

里，已度过了10年时光。到网监大队

后，王淇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潜心钻研，

全面分析，探索出两条打防网络诈骗的

工作技战法。一是严防：利用多渠道对

反诈工作进行广泛宣传。用微博、微信

公众号、抖音发布反诈信息312条；开展

反诈宣传讲座12次，辐射宣传辖区群众

2万余人；利用电话、短信预警劝阻群众

800余名。二是严打：充分利用科技战、

信息战、合成战、证据战的优势，破获涉

诈、网赌案件7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80余人。

2019年5月份，他远赴深圳、珠海，

历时72天，一举端掉4个犯罪窝点，抓

获犯罪嫌疑人17人，缴获赃款300余万

元。同时，王淇还积极参与了“扫黑除

恶”专项行动、“6·3特大电信诈骗案”

“12·26非法经营案”“4·27网络赌博

案”等重大专案。

2020年12月，王淇赴任陕州区公

安局网监大队大队长，带领网监大队

全体民警全力净化网络环境，加大网

上巡查力度，截至目前，巡查数据已过

万条；在巡查中发现并查处违反《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行政案件9

起；加大案件配侦力度，为“亮剑 1

号”“净网行动”“雷霆行动”等专项行

动提供技术支撑，在海量数据中分析

研判、发掘线索50余条，协助实战单

位成功侦破案件20余起，先后抓获犯

罪嫌疑人43人。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孟令
显王晓冲）1 月 13 日，记者从南乐县

委组织部获悉，自能力作风建设活动

开展以来，该县聚焦“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大比武、大提升”五个方

面下功夫，全县 7100 余名党员干部

在学习研讨、比武竞赛中提升能力、

改进作风。

据了解，南乐全县上下聚焦政治理

论、意识形态、基层党建、项目建设、乡村

振兴等内容，开办干部“夜校”200余堂，

每周设置学习专题，以专家讲学、领导

领学、干部自学为主要方式，党员干部

不断加强政治学习、专业学习、政策研

究，加快知识更新。党员干部围绕招商

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

重点工作，结合干部“夜校”课堂学习内

容广泛开展大讨论、大辩论、大交流100

余场，并结合实际提出可行性意见建议

25条，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重要参考。

该县还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层级干

部的工作特性，分系统组织专题大比

武，截至目前，组织、纪检、教育等系统分

别以“导师帮带制”、基层党建、乡镇纪

检、教育强县等为专题举办大比武19

期，激发了全县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斗

志。

叶县65名返乡大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隔离点开直播帮家乡人“充电”

禹州再建6000间隔离板房
确保尽快圈住封死疫情

父女齐上阵 并肩抗疫情

农村环境整治进行时

光山县 油茶树为改善人居环境加“油”

湛河区 400多套“党费”防寒衣送卡点

修武县“1+7”模式织密疫情防控网

脱贫户肖福兴有间“致富作坊”

执勤路上救助受伤女孩
武陟交警收到致谢锦旗

陕州区公安局网监大队大队长王淇

从“刑侦标兵”到“网安达人”

聚焦基层党建、乡村振兴等内容

南乐党员干部在竞赛中提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