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按照“一个重点、两项机制、四道关

卡”的总体部署，示范区强化对各环节工

作人员岗前疫情防控规范操作专业培训，

切实保障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自身安

全和物流货物绝对安全。要求漯河港、圆

福冷链物流监管总仓、恒利源实业严格做

好港口作业人员以及司机、装卸工、船员

等冷链物流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做

好人员的健康登记、日常健康监测、安全

防护用品配备、定期核酸检测及消毒等相

关工作，对高风险岗位人员正确穿脱防护

服等进行专业培训。

在冷链物流运输前后，对使用过的运

输工具及容器可能接触过的部位进行彻底

消毒，要求相关企业或部门委托有资质的

消毒单位，对进口冷链食品车辆、船舶等载

运工具及装载过进口冷链食品的集装箱内

壁进行彻底消毒。

落实信息登记制度，为冷链物流疫情

防控追溯提供有力的支撑。对外来车辆

严格落实预报关制度，并将有关信息及时

上报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进一步督促进

口冷链食品运输企业园区门口严格执行

信息登记制度，如实登记装运货物、车船、

司乘人员、船员、装卸货及收货人员的信

息等。

督促进口冷链运输企业进一步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方案，对进口冷

链食品或包装物一旦检出新冠病毒核酸

阳性的，以及发现病例或者疑似新冠肺

炎的异常状况人员，第一时间实施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措施，配合有关部

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

管理、疫点消毒等相关方面的工作。

查农村（社区）防控措施落实
促织密农村（社区）防控网

农村（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

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最有效的防

线。示范区纪工委坚定坚决落实市、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各项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

责任，推动监督力量下沉，织密防控网，筑

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示范区纪工委组成两个督查组，采取

明察暗访方式，进行日督查、日通报，确保

问题不过夜。通过查看卡点出入人员信

息登记、体温测量记录、是否查看健康码

和行程码、是否进行场所码登记等，对照

农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逐一对

照，对发现的问题能立行立改的要求卡点

现场整改，不能立行立改的通过下发通报

方式要求有关部门第二天将整改情况及

时反馈，夯实农村（社区）疫情防控第一道

防线。

查居家隔离及监测人员
促避免交叉感染

鉴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突然

性，病毒的潜伏期较长，以及示范区来（返）

人员较多，居家隔离及监测人员情况复杂

的问题，示范区纪工委组成四个督导组，深

入农村（社区），通过与村党支部书记座谈、

逐一走访居家隔离及监测人员，电话回访

解除隔离人员及对口分包镇村干部，详细

了解居家隔离及监测人员管理流程。

督导组督导镇村两级干部严格落实

居家隔离一把锁制度，张贴“五包一”公示

牌、温馨提示告知书，耐心解释防控政策，

引导隔离人员主动缓解不良情绪，及时了

解居家隔离人员日常生活物资需求。邀

请市疫情防控专家前往居家隔离人员家

庭现场指导居家隔离，督促有关单位对居

家隔离人员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生活垃圾

进行消毒消杀处置，解除隔离时进行家庭

全面消杀工作，切实切断传染源。

查人员密集重点领域
促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

学校、商超等地人员密集，人员流动

性大，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做好学校、

商超等人员密集重点场所的常态化疫情

防控，更是贯彻落实“内防反弹”的重要措

施。为此，示范区纪工委组织工作人员深

入辖区学校、商超开展常态化疫情防控落

实监督检查，详细检查学校防疫工作机

制、校门管控、师生员工风险排查、健康监

测、工作预案等应急准备情况；重点查看

商超出入口测温扫码、戴口罩、行程查验、

信息登记、现场管理等情况，仔细询问查

验点人员值守、工作流程等防控措施落实

情况。

在严查的同时，要求学校、商超等重点

场所负责人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工作面

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要慎终如始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公共场所日常消杀、

规范工作人员操作流程，共同筑牢疫情防

控坚固防线。

下一步，示范区纪工委将继续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精准监

督，不犹豫、不动摇，抓实抓细疫情防控

各项举措，层层压实责任，在实现社会面

清零目标同时，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切实保障好就医用

药、食品供应，及时回应和解决群众迫切

需求，以铁的纪律推动疫情防控措施落

实到“最后一公里”、落实到具体人具体

事，齐心协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上接第一版）

为了全域推动创建工作，该市成

立以市长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

组，同时，将创建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列入市政府经济责任目标。市、

乡、村、户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定期

晒进度、晒成绩、晒效果，千方百计打

通创建工作“最后一公里”。

政府推动有力，企业带动给力，

农户参与得力。经过不懈努力，该

市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苹果）标

准化生产基地面积 19.2 万亩，涉及

寺河、五亩、苏村等8个乡镇150个

行政村的10235户农户；认证苹果绿

色食品企业11家，使基地环境和产

品（原料）质量达到绿色食品标准，

逐步实现基地创建与产业发展双

赢。

绿色赋能
灵宝苹果插上“金翅膀”

在“亚洲第一高山果园”的灵宝市

寺河山南洼智慧农业物联网调控室，

果树技术员只要打开手机，就能看到

全乡果园分布状况，土壤湿度、温度了

解得一清二楚……按照绿色食品标准

化生产技术操作规程，全面落实“五统

一”生产管理制度，对基地单元进行统

一编号管理，每块果园投入品使用、管

理、收获、仓储、交售记录随时可以掌

握得一清二楚。

通过绿色管理，提高了灵宝苹果

的附加值。寺河乡苹果种植大户王福

生就尝到了绿色发展带来的甜头。“通

过绿色化管理，我知道哪些是绿色食

品可以使用的农药，哪些是不能使用

的农药，技术员不定期现场给予指导，

每次打什么药，施什么肥，都到定点投

入品专供点采购，管理水平得到很大

提高。我去年的苹果果面好，质量有

保证，1斤苹果比往年多卖1.5元左

右。”

灵宝市组建绿色食品技术指导和

推广小组，全面推行标准化生产。以

农业防治为基础，综合运用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提升绿色

生产水平。在寺河乡南洼苹果基地、

故县镇孔家营千亩矮砧苹果基地等，

都可以看到防控设备专业、技术设施

一流的现代化科技管理网络。

这一切，为苹果产业腾飞插上了

“金翅膀”。

健全绿色体系
贴上品牌“身份证”

以原料基地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

农业品牌建设。灵宝苹果如此走红，靠

的是独具特色、深受市场信赖的品牌“身

份证”。灵宝作为中国西北黄土高原苹

果发源地，多年来依靠特色品牌，灵宝苹

果畅销全国20多个省区市，走出国门，远

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有绿色创建体系作为保障，灵宝

苹果拥有优质的品牌“身份证”！该市

制定的《灵宝苹果绿色生产99道工

序》，苹果从疏花、疏果到果实套袋、采

收，产前、产中、产后，全部按照绿色苹

果生产规程组织生产；全面规范化肥、

农药等投入品使用，农产品抽检合格

率达100%。

按照绿色食品标准要求，该市建

立了市场准入制度、投入品专供制度、

购销台账制度、日常检查制度等，把好

苹果标准化生产中的各个管理关口。

采取线下检查和线上监管相结合的方

式，对绿色生产的全过程开展常态化

监督检查，提高基地创建质量水平。

原料基地创建，进一步强化了该市

苹果产销对接能力，为企业带来新的发

展机遇。三门峡帅华果醋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苹果原料为主，生产食用醋、各

种果蔬汁、食品饮料的企业。该公司生

产副总经理陈继红说：“原料基地为公

司提供了大量优质苹果原料，公司目前

正在积极申请绿色食品认证，按年产

5000吨果醋来算，产品认证成功进入高

端市场后，每吨价格可提高2000元，年

可增加销售收入1000万元左右。”目

前，以高山天然果品公司、碧波果业公

司、永辉果业公司为首的绿色食品企业

在果业发展中大显身手，带动加工、贮

藏、销售、包装、运输以及农资供应等关

联产业，实现了绿色集约发展。固泰华

企酒业、德乐兴源果业、源丰果业等加

工企业正在搭乘绿色认证的强劲东风，

申请绿色食品认证，目标实现后将进一

步提升企业产品市场认可度和占有率，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认出来，管理好，卖出去，助力乡

村产业兴旺。灵宝，正在全国绿色食

品原料（苹果）标准化生产基地这张耀

眼名片的引领下，持续深入推进农业

绿色发展创新与实践，在乡村振兴中

发挥更大的示范带动作用。

品牌价值县域第一！
“灵宝苹果”的绿色实践

创新监督保障执行 精准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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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尉氏县邢庄乡鑫晟纺织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声隆隆，工人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紧赶制生产订单。李新义摄

防控疫情 稳定经济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焦永生）

“温度正常、油压正常……”5月 11日，在

220千伏薛坡变电站，身穿蓝色工装的许昌

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变电站驻守员工屠

一凡、尚金阳正在对站内3号主变运行情况

进行巡视检查。

许昌供电公司针对市区疫情严防严控

的现状，实行运维监控分区分类管控方案，

对市域中心监控班和魏都区、建安区四座

疫情形势严峻变电站的运维班采用封闭值

班模式，集中人员封闭在岗，轮流值班，其

他县域运维班采用不见面交接班、延长上

班时间等措施，严格执行场所消杀和人员

防护措施。

许昌供电公司市县联动，4个位处县域

的220KV运维班，由于区域封控限制，实行

属地县公司提供生活和防疫物资支援，变电

站专业管理和防疫标准采用市县一体化管

控。同时，采取“双加强”措施，监控班增加

远程视频巡视职责，加强设备监控，运维班

利用D5000系统加强子站辅助监控和增加

视频巡视频次，强化调度、监控、运维、抢修

协作联动机制。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袁盼盼敦
利波）自5月6日以来，安阳县政府办党组成

员、金融服务中心主任李慧芬主动请缨到安

康驿站隔离点工作，把疫情防控的每一项工

作紧紧抓在手中。

每天早上五点半，李慧芬坚持第一时间

到监控室查看情况；上午10点查看消杀状

况；晚上9点准时召开各组隔离区调度会，

确保解决问题不过夜。

隔离期间部分人员产生恐慌、焦虑情

绪，作为一个业余的心理咨询师，李慧芬在

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后，还通过电话、电台

等方式主动与10余名相关人员开展谈心谈

话，做好情绪疏导工作，并获得了隔离人员

的认可和赞扬。

□本报记者丁需学

5月15日上午，在平顶山市新华区

焦店镇焦店村茶城北的道路边，该村村

民正在有序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菜

摊和水果车上，有各种蔬菜30多种、水果

20多种，旁边的皮卡车车厢里，装着一二

十个空液化气罐。

“这里出售的水果、蔬菜价格都正常，

不贵，村民每天上午都可以来买。”刚刚称

重购买了一个包菜、几根黄瓜的村民张某

说，“这几个年轻人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

穿着防护服到果蔬批发市场进菜、进水

果，上午在村里卖，中午抽空免费为村民

置换液化气，下午又为附近小区居民配送

蔬菜、水果，经常忙到晚上十一二点。”

村民口中的年轻人分别是24岁的虎

博宇、33岁的虎光勋、30岁的虎梦姣，这

3个人是堂兄妹。

5月6日中午，因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平顶山市主城五区实施分类管理，对各

小区、村进行管控，人员、车辆不能外出，

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资保供成为重点。焦

店村处于平顶山市新、老城区之间，全村

近3000口人，其中回族人口占一半以上。

实施分类管理的当晚，平时2元一斤

的包菜陡然上涨到3元一斤。虽然平顶

山市最大的果蔬批发市场就在焦店村境

内，但因疫情防控村民不能出村。“要让村

民吃上平价蔬菜、水果！”当天晚上，焦店

村“两委”和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立即作出

决定，配备防护服、发放保供通行证，由常

年在村里经销水果的虎梦姣和当兵出身

的虎博宇等三兄妹承担村里的蔬菜、水

果供应，同时免费为村民置换液化气，减

少村民外出交叉感染的风险。

“接到保供任务后，想着只供应本村

村民就可以，但在新城区和别处的一些老

客户通过微信知道后，也让配送蔬菜和水

果，我们便也承担了这部分保供责任，每

天200多单。因这些居民在多个小区，每

天下午3点多开始配送，能一直送到晚上

十来点。回来后再拉、送一些防疫物资，

有时忙到凌晨1点多。”虎博宇说。

从进生活物资村上卖，到免费为村

民置换液化气，再到为新城区居民配送

物品，八九天来连轴转，虎博宇兄妹每天

忙完后到家倒头便睡。“累也得坚持着

干。年轻人就该有所担当，纵使不挣钱

或挣钱少，也要给村民提供平价蔬菜、水

果，方便群众生活。”虎博宇说。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杜海鸥）

初夏时节，走进“书画之村”——太康县五

里口乡五西村，浓厚墨香扑面而来：道路两

旁，家家墙上绘有墙体绘画，门上书有书法

对联；村民家中，屋里的装潢都是水墨字

画，书房里笔墨纸砚样样俱全……

目前，这个远近闻名的“书画之村”拥

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3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2人、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2

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5人，各级美

术、书法、镌刻、剪纸、雕塑、摄影艺术人才

200余人，书画艺术氛围浓厚，艺术人才资

源丰厚。

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五西村

51岁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卢全礼不

但书画兼擅，还会武术、木刻、耍舞狮子，是

附近小有名气的“才子”。5月16日，在卢

全礼的书画工作室里，神采奕奕的他正执

笔作画，一时鹤鸣九皋，翩翩欲飞。

卢全礼说：“为让文化之风延续下去，

五西村投资500万元建成了村艺术学校，

精心打造了村级书画院3家、个人书画工

作室12个、书画学校2个、书画街1条。两

年来，共开展书画展览12次、书画培训班

32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给村民搭建了

广阔的学习平台。”

“五西村在2020年 6月挂牌成立了

河南省第一家村级文联——五西村文联；

同时，立足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书画

产业，走出了一条靠书画带动农民致富的

新路子。”卢全礼介绍，乡村书法家卢建豪

撰写的《千字文》《金刚经》等书法册页长

卷远销东南沿海，每卷本售价5000元以

上，加上中堂、条幅等作品，月收入可达

1.5万元左右……村内利用电商、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全村12个书画工作室线上

订单供不应求，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乡村文

化经济。

如今，全村众多书画爱好群众正“放下

锄头、拿起笔头”，挥毫泼墨，描绘了一幅幅

奋勇拼搏的画卷，创作了一幅幅美丽乡村

田园风貌的美术作品。

近年来，五西村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将抓好文艺

繁荣作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引擎”，以创新

为笔、实干为墨，着力发展文化经济、促进

乡风文明，形成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产业，

让乡村焕发出新生机、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淇县隆重

举行表彰大会，就是要向全社会传递人

才是强县之基、转型之要、竞争之本、活

力之源的强烈信号，引导全县上下牢固

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举全县

之力、聚四方英才，开启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引擎。”5月16日，淇县县

委书记杨建强在表彰大会上说。

当日，淇县对451名“淇县高层次

人才”进行了通报表彰，并向15名代

表分别颁发了首批拔尖人才、骨干人

才和青年人才证书。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

淇县县委、县政府坚持把人才作为创

新发展的最强驱动、最大引擎，大力实

施“才聚朝歌兴县计划”。截至目前，

淇县通过各项措施已先后引进博士

30人，回引“头雁”78人，认定高层次

人才 451 人，订单式培养技能人才

1000余人。

太康县五西村 书画村绘出振兴图

451名“淇县高层次人才”受表彰

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村

三兄妹让村民吃上平价菜

许昌供电公司
运维检修不停歇

安阳县李慧芬
一线防疫获赞扬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

讯员王乐）5月13日，《建立洛阳市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机制的实施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出台。洛阳市将通过

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力性

转移支付力度方式，推动汝阳县、洛宁

县、栾川县和嵩县“南部四县”高质量

发展。

据悉，南部四县是洛阳市主要生

态涵养区，在城市空间布局中具有极

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贯彻新发展

理念，推动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塑造

全市域分工明确、协调发展的良好格

局，洛阳借鉴了广东、浙江、安徽等地

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机制先进经验做

法，制定了该《办法》。

《办法》明确，在政策有效期内，

每年将从市级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中筹集1亿元，用于对南部四县生

态补偿转移支付。其中，年度生态

补偿转移支付资金的60%用于基本

财力保障，40%用于生态补偿激励，

激励南部地区用好良好生态最大优

势，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保护。

《办法》还规定，南部四县要在依

法依规前提下，统筹使用生态补偿转

移支付资金，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

员曲茜茜）5月13日，洛宁县举行“图

书进建筑工地”活动，该县图书馆为重

点项目施工一线农民工朋友赠送了

1000余本（册）图书和杂志。

据了解，赠送的书籍涵盖时事政

治、安全生产、卫生防疫、文学艺术、自

然科学、法律法规和养生美食等多个

方面，旨在把优秀的文化带到基层，拓

展公共文化服务面，满足工地一线职

工文化阅读需求，着力打通公共文化

服务“最后一公里”。

洛阳建立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机制

每年1亿元守护南部四县绿水青山

洛宁县 千册图书送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