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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你我他（她） 千万家关爱关爱 温暖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
宏宇）“冬季天干物燥，要做好防火

措施，生产设备停止运行时要及时

切断电源，防止发生火灾事故，引

起不必要的损失。”1月9日，国网正

阳县供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走

进各大企业排查用电隐患，指导安

全节约用电。

随着冬季高峰用电来临，为确

保企业用户冬季安全、稳定、可靠

用电，连日来，国网正阳县供电公

司采取“设备特巡+主动走访”双管

齐下的工作模式，进一步夯实电网

基础，强化服务保障，全力打造安

全、稳定的供用电环境，受到企业

一致好评。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针对企

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冬季用电负

荷增加的实际情况，结合供区配网

建设结构和运行状况，合理安排电

网运行方式，做好薄弱环节梳理，

强化电网风险管控。同时对照设

备精益化要求，加大设备和线路的

巡视力度，详细制定具有针对性的

巡视计划，从线路设备是否有结

冰、线路间距、杆塔是否有倾斜、杆

塔塔材缺失情况、设备连接点红外

测温、测压和外力排查等方面进行

巡视检查，全面准确“问诊”设备的

安全情况，“把脉”危险点和安全隐

患，保障电网设备“零缺陷”运行，

为企业冬季生产提供充足的电力

保障。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工业

园区12条 10千伏主干线路的巡视

工作，走访各类大中型企业 34家，

发现并消除安全用电隐患20余处，

提供合理化用电建议22条，为企业

安全生产打下坚实基础。下一步，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将持续加大

设备和线路的巡视力度，深化优质

服务，以智能化技术和精益化运维

夯实电网安全度冬基础，以更加务

实的作风和更加有力的举措为企

业纾困解难，全力为企业用户安全

生产、可靠用电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张桢睿 张琳琳）“以前回来过年，一

颗心总是悬着，就怕停电，现在供

电部门建立了严格的保障制度，确

保我们春节可靠用电，这回心里算

是踏实了！”1月 10日，在外工作刚

回到安阳县永和镇沿村台村的返

乡村民李运生说。

随着春节临近，部分在外务工

人员踏上返乡路，针对“返乡潮”带

来的用电量、复电业务办理量激增

的情况，国网安阳县供电公司第一

时间在营业厅开辟“返乡人员绿色

通道”，并结合往年“服务档案”和

走访情况，提前与返乡人员取得联

系，预约恢复供电等事宜，确保“回

来一家、服务一家”。

国网安阳县供电公司科学制

订春节保电方案，实时监测设备重

过载情况，针对重点设备、重要时

段进行定点看护、专人盯防，针对

春节前气象部门预测的“极寒天

气”，开展配网设备冬季专项运维，

根据大风、雨雪等天气动态调整巡

视频次，做好设备防冻防寒检查、

线路通道清障工作，加大对城乡接

合部台区低压线路、接户表箱和接

户线的隐患排查工作力度，尽早发

现、及时消除设备缺陷、隐患，确保

在“返乡负荷”突袭下，电网的稳定

运行，指导客户制订用电高峰期间

错避峰方案，引导和鼓励农村居民

客户高峰时段均衡用电，缓解高峰

时段供电压力，最大限度发挥供电

台区在现有供电能力下的作用，让

返乡人用上可靠电、安全电、舒心

电。

临近年关，国网安阳县供电公

司组织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增加入村、上

门巡视频率，检查返乡人员家中用

电设备及线路情况，及时解决用电

问题，为存在用电及生活困难的返

乡人员送去暖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张志
超）“以前，我们这的路难走，孩子们要

去外面上学，要扛着行李步行到黄河大

堤上才能坐上车。遇到黄河汛期的时

候，大堤封路，还得绕好远的路。现在

好了，大路、小路都修通了，出门就能坐

上公交车，方便得很！”1月8日，提起滩

区迁建带来的交通好处，封丘县李庄镇

俄湾村村民吴桂海有说不完的话。

李庄镇东、南两面临黄河，22 个

村，其中18个村原来都位于黄河滩区，

交通状况差，群众就医、就业、子女上学

极为不便。

如今，随着整镇搬迁，“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的建成，四通八达的农

村公路宛如一条条舞动的彩带，穿越于

千万百姓家、田间地头、产业园区之间，

串珠成线、联网成片，畅通了城乡路网，

缩短了城乡距离，扩大了对外交往，带

动了百业发展。“四好农村路”正在成为

4.6 万李庄群众的“发展路”“幸福路”

“致富路”。

乡村要振兴，交通须先行。李庄镇

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围绕“建

设好、管理好、养护好、运营好”总体目

标，以能力作风建设为抓手，不断建立

健全“四好农村路”“建养管护”长效机

制，逐步建成以国省道为骨架、县道为

干线、乡村道为支线脉络的公路网络体

系。到2022年年底，全镇建设完成“四

好农村路”共计近100公里，路肩培土

共计10万余立方米，栽植垂柳、法桐2

万余棵，樱花、海棠等花树2500余棵，

构成一幅幅亮丽的乡村风景画卷。

“这两年，道路修好了，现在车能直

接开到田间地头，大大减轻了农民负

担，降低了生产成本，合作社种的蔬菜

直接都运出去了，‘四好农村路’就是名

副其实的致富路。”朱寨村党支部书记

朱现林爽朗地笑着说，“村民们干劲更

足了，我们计划明年将特菜基地再扩大

500亩。”

道路是经济发展的脉络，四通八达

的道路让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通

畅。在李庄新区铜瓦厢产业园区，一座

座企业在李庄新区落地生根，一个个特

色产业在李庄新区“种”出规模、“做”出

发展、“运”出成效，群众实现“家门口”

就业，一批批群众在康庄大道上越走越

富、越走越远、越走越幸福。

按照“通畅、安全、规范、美丽、惠

民”的原则，组建 60多人的园林绿化

队，其中司机8名，养护员8名，镇园林

队员 50名，水车 4台，大小抽水泵 14

台。各村管理员、保洁员协同配合，实

行清单化、责任化，精准分工作业，做好

全镇2万棵绿化树木浇水管护、道路清

洁洒水、降温除尘工作。

道路兴则百业兴。正是这一条条

乡村道路串点成线，为经济发展、旅游

开发、产业兴旺夯实了交通基础，助力

乡村振兴发展，提升了农村人居环境，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为村民们铺

就了致富幸福大道。

□李振阳

“这几天感觉咋样？勇敢。”

“前两天转阴了，这两天就是

咳嗽得厉害，精神啥的都可好。”

“那就行，你多休息，别干重

活，注意保暖，再有啥不舒服了随

时跟我联系。”

“好嘞，谢谢关心。”

1月 5日下午，信阳市平桥区

兰店街道兰店村村医刘安民将最

后一位病人送出卫生室的大门，立

马给村民殷勇敢打了电话。元旦

节前，殷勇敢从外地返乡后感到身

体不适，抗原自测显示阳性，就找

刘安民开了点药。

除了殷勇敢，刘安民还给另外

几位最近来卫生室就诊过的乡亲

打了电话，详细询问了他们的恢复

情况，并交代了后续的注意事项

等。

这样的电话，刘安民每天都要

打上好几通。

做抗原检测、量体温、测血氧

含量，从2022年12月下旬开始，刘

安民经常从早忙到晚，前来就诊的

乡亲络绎不绝。考虑到村里医疗

条件、药品物资有限，能保证轻症

患者的基本需求已是不易，更多

的，还是要强化村民的个人防护意

识，尽量避免感染。于是，刘安民

主动担负起了“健康管家”的职责。

“农村的健康意识较差，我就

根据就诊记录，按时间顺序给他们

打电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恢复情

况，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身体状

况。”刘安民说，除了患者，他还将

上级主管单位配发的防疫宣传彩

页发给村民，提醒他们勤喝水、常

通风、外出佩戴口罩等。

“安民老替我们操心，我们非

常感激他！”提起刘安民最近的付

出，乡亲们好评满满。

傍晚，家家户户亮起了灯，刘

安民却背起了药箱，准备出门，“村

里有几个行动不便的乡亲，我过去

给他们测个血氧含量。时间来得

及的话，再到敬老院看看，我能做

的事不多，能为乡亲们的健康保驾

护航，我累点也值得。”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
海军 高长军）1月 8日，太阳从卢氏

县城边上的山坳升了起来，阳光穿

过窗棂，洒进病房。一夜值班、几乎

未眠的卢氏县中医院医共体党委委

员、业务副院长胡代群又开始查房

了。

“昨天一天，下辖的11家乡镇卫

生院转来病人 117 人，全部办了入

院。”胡代群说，卢氏县中医院注册床

位 560张、开放床位 800张，一个月

来通过外科调整为内科、以老带新等

多种方式，经过两次扩展到1200张

床位。

560名临床一线人员全部吃住

在医院，每天工作 18个小时以上，

卢氏县新冠病毒感染定点治疗医

院县中医院正在展开一场“保健

康、防重症、强救治、优服务”的“战

役”。

卢氏县有3家县直公立医院，其

中以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为龙头成

立了两家医共体。2022年12月7日

国务院“新十条”落地以来，卢氏县积

极发挥医共体“上联下动，双向转诊”

的体制优势，坚持“保健康、防重症”，

按照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分级诊疗、

分类收治的原则，形成无症状居家观

察，轻症到村（社区）卫生室、乡镇卫

生院，重症到县级医院治疗的分级分

类诊疗体系。

卢氏县人民医院医共体下辖

妇幼保健院和 9个乡镇卫生院。县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董巍说：“我们

将 2 号病房楼进行改造，作为阳性

患者住院病区，开放床位 150 张。

目前储备的防疫物资和药物能满

足群众 3个月的就诊需求。”据悉，

卢氏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147名家庭

医生已签约服务对象 15.4 万人，其

中高血压 19500 人、糖尿病 4540

人、严重精神障碍 752人，对 6岁以

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孕产妇、有

基础性疾病患者建档立卡，定期进

行随访。

“春节快要到了，卢氏大约还有

7万人陆续返乡。这场‘战役’可能

要持续到3月底4月初，我们严阵以

待，为全县人民保健康。”胡代群坚定

地说。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廖
涛 黄定）1月 10日，记者在南召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了解到，南召县国家

储备林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南召县建筑建材固体废

料回收利用产业园建设项目、南召县

2022年度河道清淤疏浚及县域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的招投标全过程，从项

目在线登记、开评标场地在线预约、

招标公告在线发放、招标文件在线发

放、中标候选人公示、中标结果公告、

保证金退还等10个环节，环节从登记

到办结平均用时分别是 6分钟、5分

钟、4分钟。

南召县招标投标交易事项办理

大步跨入“以分钟计时办结”的崭新

阶段，源自2022年创新推行招标投标

交易服务“N+1+0”提速提质提效工

作机制。

南召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

张之秋表示，“N+1+0”提速提质提效

工作机制实行以来，招标投标项目10

个需要在线办理的环节事项，均在一

个小时内办结，总环节平均用时最短

4分钟，最长不超过 25分钟，且投标

保证金退还区分不同情况线上即时

退还。

据统计，2022年3月22日正式实

行以来至2022年 12月 31日，南召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投标建设工程

类93个项目，167个标段、1169个环

节平均办结时间14分钟，1小时内办

结率达99%，一次性办结率达96%。

南召县招投标业务实现全流程

在线办理，全流程电子化率100%，现

场办事频次压缩至0次，招标人开展

招投标活动全程实现“零跑腿、不见

面”，极大提高了便利度。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广
峰）1 月 9 日，2023 年安阳市“春风行

动”启动仪式暨安阳县就业援助月招聘

会在安阳县举行。

来自全市的农民工、高校毕业生、

退役军人等各类求职人员，相关职业培

训学校、用工单位、创业项目推介和成

果展示单位参加招聘会。

招聘会旨在为农民工、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等城乡劳动者提供精准、

便捷、有效的就业创业服务，进一步落

实“洹泉涌流”人才聚集计划，深入实施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优化营商

环境，在城乡劳动者和企业之间搭建求

职平台，及时满足新兴产业用工单位的

用工需求，筑牢产业振兴基石。

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

级调研员晁志伟说：“安阳市 2023 年

‘春风行动’期间，我们将全力搭建就业

创业平台，竭力提供技能培训、创业培

训、创业指导、岗位推荐、就业招聘等服

务，集中帮扶劳动者就业创业，为广大

求职者大显身手、实现梦想保驾护航。”

招聘会现场有50余家招聘单位参

与，线上有150余家招聘单位发布招聘

信息，共为求职者提供岗位5000余个。

与此同时，“县长直播带岗活动”在

直播间同步进行，比亚迪、德力汽车、旭

阳光电、曲显光电、克能新能源等企业

参与了线上直播带岗。招聘会当天，现

场参会求职人员 3300余人，现场达成

求职意向1100余人。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国栋 马露瑶）1月9日，记者从宝丰县

获悉，由平顶山市创业创新大赛推荐

项目——宝丰县恒洋渔具《小渔具

“钓”出大市场——中国渔具电商产

业之都项目》，荣获第五届“中国创

翼”创业创新大赛主体赛服务业组

“创翼之星”奖。

宝丰县恒洋渔具商贸有限公司创

立于2021年，2022年1月入驻肖旗乡

返乡创业园，总投资800万元，经营面

积2000平方米，设有特色浮漂展厅、

可视直播间等，产品达1300多种，拥

有直播团队36个，上百名主播从事渔

具电商销售，带动10万余人就业。目

前，宝丰县恒洋渔具商贸有限公司已

经成为宝丰县打造“中国渔具电商之

都”归根人才返乡创业的标杆企业，在

推动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发挥了

表率作用。

截至目前，宝丰县依托较为完整

的渔具电商产业链，发展渔具电商企

业264家、相关市场主体1538个，年

销售额突破13亿元。

筑牢农村疫情防控屏障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
高远 张千军）1月 10日，记者来到伊

川县河滨街道张庄社区，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红色氛围浓厚的法治广场、风

景宜人的小游园和宽敞整洁的街道。

记者走访中，碰到正在家门口晒

着太阳吃饭的居民张满刚，他高兴地

说：“自从‘五星’支部创建以来，俺村

变化可大，老百姓跟着村里合作社，

有出租土地的、有搞夜市小吃的，大

家手里都有钱了。”

张庄社区坚持以壮大集体经济

为着眼点，以增加居民收入为落脚

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仓储租

赁、土地外租、企业外包、职业培训、

夜市小吃等五大产业，年收入达 100

余万元，进而带动其他“星”创建。

“俺家的土地全都承包给了企

业，我还在合作社里干活，每个月能

挣 2000块钱，日子过得可美。”居民

罗卫霞笑得合不拢嘴。

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时，该社区

注重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利用回收的

土地盘活资源场地，建成幸福院、文

化站、日间照料中心、村史馆、乡村治

理展览馆、电子阅览室、德馨坊家风

家训馆等，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群众

提供便民服务，拉近了干群、党群关

系。

据了解，该社区在基础设施方

面，改造美化沿街立面 5000 余平方

米，街巷铺设人行道彩砖 1600 平方

米。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建立“一

约五会”制度，已累计评选并表彰“五

美家庭”111户，“五美家庭”户占社区

总户数的33%。在为民服务方面，计

划投资300万元，利用集体建设土地

4亩，建设总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的

社区养老公寓项目，项目建成后，张

庄社区70岁以上老年人可免费入住。

南召县

招投标交易事项“分钟办”

伊川县张庄社区

“星”支部让群众幸福感升级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

为企业冬季生产提供电力保障

国网安阳县供电公司

“贴心电”情暖返乡人

农村公路串珠成线畅通城乡
封丘县李庄镇“四好农村路”越走越宽广

安阳市

“春风行动”搭建就业平台

宝丰县 创业创新大赛项目获国家级荣誉

村医老刘的一天 卢氏医共体“保健康防重症”

本报讯（记者李梦露）1月 10日，

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 1月 12

日~15日，受西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

同影响，我省大部有雨雪天气，并伴有

5级、阵风7级到 8级的大风和10℃左

右的强降温。

专家分析，我省最近降水偏少、天

气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本次雨雪

过程将有利于降低森林火险等级、增加

土壤墒情、改善空气质量，但需防范大

风、强降温、雨雪等对设施农业、畜牧养

殖业大棚、电力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

关注雨雪天气及道路结冰对交通的影

响，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室内取暖谨

防一氧化碳中毒。

我省将迎来雨雪大风天气

1月6日，宝丰县商酒务镇韩庄村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秋月梨基地的工人正在给梨树修剪枝杈。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秋

月梨种植，带动韩庄村326户参与种植，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年销售额达24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1月 10日

上午10点，随着地铁列车头的红绸缎

被揭开，汇聚满满健康元素的郑州地

铁健康宣传专列——“健康中原号”

亮相地铁1号线，正式上线启用。

该健康专列是省卫生健康委进

一步拓宽健康知识普及渠道、扩大宣

传覆盖面的一次有益尝试。健康专列

一共6节车厢，每节车厢一个主题，分

别为“新冠防护指南、健康生活习惯、

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健康四

大基石——适量运动、健康四大基石

——戒烟限酒、健康四大基石——心

理平衡”。

走进车厢，车门处放置的农民画

率先映入眼帘，既生动形象，又贴近

生活；目力所及之处，张贴着融合了

健康故事、健康金句等元素的宣传

画，色调清新素雅，设计大方醒目，让

人耳目一新；营造出了十足的健康氛

围感。此外，车厢内还贴心设置了互

动拍照点。

运行当天，不少乘客前来体验，

车厢座位上放置的健康知识袋又给

大家增添了新的惊喜，大家纷纷点赞

“动态传播健康科普知识，形式新、方

法活”“健康知识在身边”。

“健康中原号”主题列车亮相郑州地铁1号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