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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 马涛 归欣）

2022年12月31日，省委书记楼阳生主

持召开农村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

就做好农村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省长王凯作具体部署。

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汇报了农

村防疫工作情况。楼阳生指出，当前

我省防控措施调整转段总体平稳顺

利，但随着春节临近，流动人口增加、

返乡人员增多，农村感染人数也会增

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五级书记亲自抓，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强救治、优服务”，进一步完善措

施、强化落实，确保实现“压峰”转段、

顺利渡过流行期，最大程度维护好农

村群众身体健康和农村地区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

一要发热门诊乡村全覆盖。全面

加强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

接诊和服务能力，发热诊室、发热门诊

应设尽设、应开尽开，优化就诊流程，配

齐人员物资，落实好值班制度，确保群

众就近就便及时得到诊疗。

二要对症施治药物保障全覆盖。

结合不同人群、不同症状，分类分级细

化诊疗方案，有针对性使用药物方剂，

健全完善乡村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加强

医务人员培训，提高诊疗能力，加强发

热、止咳、解痛类药品储备，确保对症下

药、规范用药、治疗愈后好。

三要特殊人群上门问诊全覆盖。

摸清村组内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孕

产妇、留守儿童等群体健康情况，通过

电话、视频、线下随访等方式提供健康

监测、用药指导、抗原检测等服务，明确

和畅通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把关怀和温

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四要三级医院分区包保全覆盖。

健全城乡医疗机构对口帮扶机制，加强

专业指导，强化县域统筹调度，完善农

村急救转运体系，加强县级医院住院单

元、重症监护单元改造扩容，配齐监护

治疗设备，提高病床使用率、周转率，提

升救治能力，确保重症患者能够及时发

现、及时转运、及时救治。

五要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全覆盖。

创新载体、创新形式，更加有针对性地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增强防护意识，掌握基本防护知识、用

药常识等，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确保健康卫生生活方式化风成俗。

楼阳生强调，各地要切实拧紧思想

螺丝、上紧行动发条，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统筹抓好疫情防控、经济发

展、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各

项工作，以一开年就冲刺的精神状态开

好局起好步。

王凯指出，要突出抓好重点人群健

康服务，加强返乡人员健康提示，强化

高风险老年人健康服务，做好孕产妇和

儿童健康保障，畅通急诊急救绿色通

道，引导群众基层首诊，更好满足农村

地区群众就医需求。要突出抓好重症

患者救治，加快县级医院重症床位扩容

和可转化重症床位储备，配足配齐医疗

力量、药品和必要救治设备，加强城乡

医院对口支援，做好重症患者转运保

障，提升县域重症救治能力。要突出抓

好群众用药保障，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机

构药品供应和特殊群体用药服务，更好

发挥中药在感染治疗中的作用，加强市

级统筹、县域及时调度，着力满足群众

用药需求。要突出抓好重点机构疫情

防控，结合设施条件采取内部分区管理

等措施，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与养

老、社会福利等重点机构对口协作，完

善感染者转运、绿色通道救治机制，确

保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要突出抓好防

控责任落实，健全工作机制，调动基层

力量，关心乡村一线工作人员和医务人

员，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科学精准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统筹做好岁末

年初农业农村和节假日安全生产工作，

抓好冬春农业生产、“双节”期间重要副

食品保供稳价、农民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确保农业生产正常秩序和社会大局

稳定。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

场。

孙守刚、江凌、陈星、安伟、张雷明、

武国定出席。

楼阳生在农村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
雨）2022年12月31日，郏县水利局传

来好消息，在近日水利部公布的全国

“节水型灌区”名单中，郏县恒压灌区

榜上有名，为河南省唯一获此称号的

灌区。

位于郏县堂街镇北汝河岸边的恒

压喷灌站是全国第一座恒压喷灌试验

工程，1984年9月建成，设计灌溉面积

7000亩。2015年，郏县投入1500万

元，建成了蓄水池两座，铺设地下管道

3.35万米，利用地形高差实施自压喷

灌、微喷，新发展节灌面积 6500 亩。

2017年，郏县又投入近3000万元，在

北汝河孔湾河段新建一座坝长 270

米、蓄水深 4.5 米的抗旱应急提水工

程，蓄水量为200万立方米，为恒压喷

灌工程提供了可靠水源。

近年来，郏县多方争取资金，对恒

压水源泵站和田间灌溉系统进行了多

次技术改造和延伸，设备至今完好无

损，为灌区粮食产量增长、烟叶规模种

植做出了突出贡献。如今的恒压喷灌

工程灌区面积，已由当初的7000亩增

加到 3.3万亩，覆盖 18个村 2.5万人。

喷灌工程不仅彻底解决了郏县东南部

田地的灌溉问题，还为山丘缺水地区

粮食稳产高产和发展经济作物提供了

可靠的水源保障，灌区粮食亩产量由

过去的400~500斤，提高到1000斤左

右。同时依托有较高温度、富含微量

元素的灌溉用水，灌区种植的优质烟

叶“山儿西烟”成为著名的烟草原料。

郏县恒压灌区坚持节水优先方

针，以促进农业节水增效为目的，实行

总量控制，定额管理，以价格杠杆控制

用水量。通过不断加大工程建设，加

密支管网，增加出水口，安装自动化计

量设施，推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行

“两证一书”，落实精准补贴奖励机制，

持续发展微喷、滴灌、管灌等节水灌溉

面积，节省人力、物力，降低了用水成

本，得到群众认可，达到科学灌溉、科

学节水效果，灌区灌溉水有效利用系

数达0.88，为全省提升灌溉用水效率、

促进农业节水，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创

造了农业节水增效的典范。

郏县水利局数据显示，恒压喷灌

工程目前铺设输水干管1.2万多米、田

间固定管道2.3万多米，设置给水栓近

700个，3个可蓄水1.15万立方米的蓄

水池能保证全年 365天全额蓄水，随

时供应群众灌溉；灌区每年节水 195

万立方米，节水效果非常明显。郏县

东南部1.6万亩山岗薄地全部成为旱

涝保收田，每年可新增粮食产量 375

万公斤，增加农民收入900多万元，加

上烟叶每年可增收1700万元。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焦永生

“塔材完整，温度正常……”1月 1

日，在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镇的

220千伏薛树线4号杆塔下，许昌供电

公司输电运检室巡线人员郑江涛在对

线路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后，对一同进行

线路巡视的同事朱鹏说。

为保障元旦期间输电线路安全运

行，许昌供电公司组织输电运检专业党

员、青年团员组成 6支巡线小分队，全

面加强对重要输电线路的安全巡视力

度，第一时间掌握输电线路运行情况，

及时消除影响线路运行的安全隐患，全

力保障元旦期间电网安全可靠供电。

当天，他们的任务是对220千伏薛

树线1号杆塔至86号杆塔进行重点特

巡，全程近20公里。“虽然元旦期间不

能休息，但保障线路安全可靠供电是我

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特别是节

假日，保电工作更是重中之重。”郑江涛

说。

输电线路巡视要对每一基杆塔进行

巡视检查，除了要对线路各部件进行观

察、检查和测量，还要对输电线路通道内

建房、植树等安全隐患进行及时排查和

清理。“输电线路巡线人员巡线全靠两条

腿，不走到很难发现影响线路运行的安

全隐患。”郑江涛说，也正因为巡线全靠

腿，他的运动步数总在朋友圈位居前列。

“6号杆塔那里好像有人在打井。”

说话间，眼尖的朱鹏赶紧向郑江涛报

告，两人赶紧往现场跑去。

“老乡，输电线路通道附近施工要

注意安全，不能在线路附近使用大型吊

车进行施工作业。”到跟前发现，打井现

场不在输电线路通道内，但郑江涛还是

拿出电力设施保护安全宣传手册，向村

民讲解线路附近施工的危害性。

“放心吧，之前你们的同事已经向

我们宣传过这些知识了，为了我们自己

的安全，为了电网的安全，我们肯定不

会使用大型吊车进行施工作业。”打井

作业现场，施工负责人满口承诺，俩人

监视了一会儿施工作业，这才继续开始

巡视。

巡视到 20号杆塔时，郑江涛决定

用无人机对耐张部件进行巡视。“有时

候铁塔上的销子等设备缺失，用肉眼甚

至望远镜，是非常难发现的。无人机高

清摄像头的拍照，能够观察非常仔细。”

据郑江涛介绍，近十年，许昌供电公司

加大硬件设施、软件装备投入，配备了

巡线车辆，增加了无人机、远程监控、后

台数据库等，由步巡到车巡，再到无人

机巡线，这也让输电线路巡视工作进入

了一个升级时代。

“感触最大最深的就是无人机的运

用，原来步巡的时候，我钻过一个树林，

没有多大，感觉直接能钻过去，但钻进

去发现树太密了，迷方向了。现在用无

人机直接都飞过去了，而且还能很精确

地判断这棵树有没有危险，这就是个很

大的进步。”郑江涛告诉记者，借助高科

技手段，以前半小时的工作量，现在五

分钟就能完成。科技设备的投入，带来

的不仅仅是量的变化，更有质的飞跃。

“发现缺陷，是巡线的重要目的之

一。如果我们在巡线中能及时发现问

题，线路就能少出故障，就能确保电网

可靠用电。”郑江涛说，元旦保电工作开

展以来，他们每次巡视线路更加仔细。

每基杆塔都走到位，每个螺帽都要摸一

摸，做好详细的记录。回到单位后，还

要把检测结果整理入册，用来分析预判

每个铁塔将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检查完 20号杆塔的时候，时间已

经过了中午 12点，两人拿出早上带的

面包和水，简单地填了一下肚子，又往

下一基杆塔走去。

巡线路上过元旦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段阳
东）“今冬天气干旱、少雨雪，土壤冻结

期来临较晚，可以根据墒情、苗情分类

管理，确保小麦安全越冬。”1月2日，确

山县组织的农业技术小分队在刘店镇

伍桥村的麦田里现场指导群众进行田

间越冬管理。

农技小分队根据麦田实际情况，要

求对播种疏漏田垄查苗移栽补种，达到

棵株均匀，充分利用土壤地力；对旺长

小麦进行深划或镇压，填补土壤裂缝，

压实土壤，抑制小麦过快生长，增强抗

寒性；建议普遍进行中耕，以增温、保

墒、除草、破板结；因地制宜科学加强冬

季肥水管理，部分麦田因播种过深，秸

秆返田地块土壤松弛，失墒严重，在土

壤冻结期之前，依托高标准农田灌溉设

施浇足越冬水，基肥较差的地块追施氮

肥，保障水肥充足；要适时进行冬季化

学除草，保障小麦安全过冬。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天
鹏）“伙计们都来瞅一瞅，这是刚挖出

来的南斯拉夫雪莲藕，生吃清甜还没

渣，煮熟性味甘温，不仅能健脾开胃还

能益血补心……”1月 1日，西平县谭

店乡三张村莲藕种植基地，郭欣拿着

手机直播莲藕收获情况。

“马上就该过年了，现在莲藕的需

求量很大，除了供应线下的商超，我还

在手机上直播销售，刚直播 1个多小

时就有300多名网友在线观看。”郭欣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网友们在手

机上下单，我们在现场称重、打包，打

印快递单号，立即安排发货，挖出来的

藕基本不过夜。”

今年 37岁的郭欣是一位新型农

民，大专毕业后卖过汽车、干过餐饮。

2017年，郭欣返乡创业，经过多方考

察种起了莲藕，从不到 1亩面积的土

地上起步，一年多的时间将莲藕种植

规模扩大到30多亩。

“经过两三年的摸索，现在我们这

个基地采用‘莲藕+泥鳅+小龙虾’立

体套养模式，按照今年行情，仅莲藕收

益就能达每亩6000多元，再加上泥鳅

和小龙虾，亩均产值最高能突破 2万

元。”郭欣高兴地说，“下一步，我打算

扩大种植规模，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

村民们一起增收致富。”

随着不断传来的机器轰鸣声，只

见挖藕人王卫东穿着防水衣，手里紧

紧地攥着高压水枪，深一脚浅一脚地

弯着腰在混浊的水里摸藕，水面不断

冒出水泡，一根根莲藕浮出水面。“基

地的效益越好，俺们的腰包越鼓。”王

卫东接过话茬说，平时在基地干一天

能挣100多元，春节前后销量大、手头

忙，在池塘里摸藕一天能挣400多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 陈立首）2022年 12月 26日，鲁山

县文广旅局发布公告，确定该县天龙

池景区和想马河景区为国家3A级旅

游景区。至此，鲁山县A级景区数量

已达到13家，景区数量位居平顶山市

各县市第一。

据了解，鲁山县现有旅游资源单

体 2378 个，占平顶山市的 56.6%，占

河南省的6%。在该县众多的旅游景

区中，尧山景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地质公

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旅游

示范区，尧山温泉旅游度假区是河南

省唯一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鲁山县

有尧山滑雪乐园、天龙池滑雪场、大峡

谷滑雪场、明珠滑雪场等四个滑雪场，

有上汤、中汤、下汤、温汤、神汤等五大

温泉群，有尧山大峡谷漂流、尧山第一

漂、天河漂流、梦幻漂流、军事漂流、画

眉谷漂流等六大漂流，拥有星级农家

乐（民宿）208家。该县初步形成了以

“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生态观光、寻根

问祖、漂流滑雪”为主的旅游体系，实

现由传统“景点游”向“全域游”的转

变。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潘伯
栋）“以前，雨季来临时，一遇到暴雨

来袭，小区内涝不能及时排放，家中时

常被淹。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了。”

2022年 12月 28日，家住潢川县东湖

社区7号楼1单元一层的余中华指着

通畅宽阔的桃园路告诉记者，通车当

天，周边群众纷纷前来观看，大家称

赞：“这条路真正修到了老百姓的心坎

上。”

据介绍，新开通的桃园路全长

1353.326米，路面宽 40米，是集街景

重构、城市防汛与市民出行等于一体

的城市主干道，是周边群众期盼已久

的民生路民心路，它的建成通车，不仅

方便了周边群众出行，缓解了交通压

力，也促进了周边存量资产的盘活利

用，让沉睡已久的商铺资产苏醒过来，

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滨河景观提升、智慧停车场建

设、沿河灯光秀展示……一个个城市

建设重点项目的落地落实，让群众幸

福生活触手可及。”潢川县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2年，潢川县坚持“项目为

王”的理念，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通了民兵南路、二环路等一条条长

期没有打通的“断头路”，路通了，群众

心气顺了；建成了华光园、南湖公园等

便民惠民的公园、游园，满足了更多群

众“出门见园、开窗见绿”的美好愿望，

一座更加宜居、更具质感、更有韧性的

花园城市已悄然呈现在群众眼前。

郏县恒压灌区荣获全国“节水型灌区”称号

确山县 农技小分队护航小麦安全越冬

西平县

“藕”遇丰收季 泥里捞“金”忙

鲁山县

A级景区数量达到13家

潢川县

让群众幸福生活触手可及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日电 记者2日从

公安部获悉，公安部日前部署全国公安食

药侦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

品、检测试剂及制氧机、血氧仪等相关用品

违法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食药侦部门要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

“山寨”仿冒涉疫药品及相关用品的违法犯

罪活动，切实形成有力震慑。要围绕常用涉

疫药品、检测试剂及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紧

盯生产、批发、零售环节及网络交易服务等

第三方平台，深入排查案件线索，与有关部

门密切协作，第一时间核查工作中发现和群

众投诉举报的线索，对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

立案查办。对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案件，

要组织专门力量开展集中破案攻坚，坚决摧

毁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

公安部要求依法严厉打击
制售假冒涉疫药品违法犯罪活动

王凯出席

切实把保健康防重症强救治
优服务要求落到村村户户

1 月 2 日，尉氏县
邢庄乡史庄村的小朋友
在本村的万汇龙游乐场
尽情玩耍，在运动和快
乐中乐享元旦假日。

近年来，尉氏县不
断推进兼具“观赏、休
闲、娱乐”多功能的口袋
公园、农业生态观光园
的建设，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有乐享自然、健身
休闲的好去处，有力提
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李新义 摄

家门口游玩家门口游玩家门口游玩家门口游玩
欢乐多欢乐多欢乐多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