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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求助

居家隔离期间，市民停路边的汽车被贴条咋办？
交管部门：
疫情期间封控区域基本不贴条，如被贴条，要保留好相关证据，可申请复议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杨光 文图

郑州市路边停的汽车

患者想从郑州出院回异地老家继续治疗，
会不会被集中隔离？
邻妹妹提醒：要根据目的地相关防疫政策准备手续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帅
本报讯 5 月 13 日，来自新乡市的
程女士向“有事儿就找邻妹妹·大河抗
疫一键求助平台”求助说，她的父亲在
郑州市郑大一附院住院看病，老人想
出院回家，不知道能不能回新乡，回去
后会不会被集中隔离？
程女士说，她的父母都在郑大一
附院，母亲是在医院照顾住院的父亲，
在医院住了已经有半个月。如今，老
人想出院回新乡老家继续治疗，不知
道能不能回新乡。
“因为我父亲一直有高血糖，在医
院饮食方面非常不方便，所以想回家，
在家里治疗和生活都会更方便些。”程
女士说，现在郑州还是非必要不离郑，
她非常担心父母回去后会被集中隔
离，也曾多次咨询过新乡的防疫政策，
但都是含糊不清，希望大河报·邻妹妹
能帮忙询问一下。
接到求助后，邻妹妹及时查询新
乡市入新相关政策后，第一时间联系
了程女士。目前，所有来返新乡人员
须提前 3 天通过“放新办”报备，须“健
康码”
“ 行程码”绿码，持有 48 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且到达新乡后，

人来小区门口拿上车钥匙把车
开走，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封控
区内的物品不能流出，运送进封
控区的物资也都需要消杀才可
进入。
邻妹妹联系到郑州市公安
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表示，疫情期间封控区域基本
不贴条，但路边违停的车辆如
果影响正常通行，还是会处罚
的，因目前郑州一些区域仍处
于封控状态，这些区域群众被
处罚，可以保留好相关证据（材
料），在交管 12123APP 上就可
以申请复议，也可进行线下复
议。

孩子受伤，当前能否跨省求医？
需要办什么手续？
邻妹妹提供流程，患者已着手准备赴京治疗

要立即进行核酸检测、扫场所码，接受
赋码管理，并主动向社区报告，配合落
实分类健康管理。
老人从郑州回去后是否会被集中
隔离，根据新乡市入新相关政策，所有
来（返）新人员，7 天内有中、高风险地
区及所在县（市、区）或封控区旅居史
的，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赋红码。在
第 1、2、3、4、5、7、10、14 天各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解除隔离时“双采双检”，
均为阴性者转绿码。
省内管控区来（返）新人员，实施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赋黄码，其间
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者
转绿码。省内其他区域来（返）新人
员，实施 7 天自我健康监测，赋黄码，
第 1、3、7 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第
1、3 天均为阴性者转绿码，第 7 天不检
测者即赋黄码。
邻妹妹特别提醒，具体情况要根
据老人实际行程和新乡市当地健康管
理措施而定。在得知新乡市的入新政
策后，程女士表示，会在近日将老人接
回新乡老家，并对大河报·邻妹妹的帮
助表示了感谢。

国网内黄县供电公司
开展
“安全日”专题活动 筑牢安全防线
“施工过程中要提高安全风险认
识，杜绝出现违章现象，为自己做好
安全防线。”近日，国网内黄县供电公
司安全监察部工作人员在防汛综合
演练现场督导时说道。
自 4 月初开始，国网内黄县供电
公司在全公司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
日”专题学习，不断夯实安全生产理
念，确保安全态势稳定。安全督查小
组已对 10 千伏繁 10#人民路线、10
千伏亳 5#奇迹线等 6 个施工现场进
行督导检查，对现场工作票执行、人
员准入证、安全工器具及接地线等内

本报讯 5 月 11 日，郑州市
民李女士向“有事儿就找邻妹
妹·大河抗疫一键求助平台”求
助称，小区突然被封控，人被居
家隔离，汽车停在马路边会被贴
条吗？如果贴条了怎么办？
邻妹妹联系到李女士，对方
表示，自己居住于中原区西耿河
家园，5 月 10 日晚，郑州发布 89
号通告，中原区航海西路街道办
事处小岗刘村西耿河家园被划
为封控区，她目前无法外出，因
附近停车位紧张，车是停在路边
的，封控期间不知是否会被贴
条。
李女士询问社区，能否让家

容逐项检查，并为现场工作人员分发
安全生产法、安全提醒口诀等“安全
口袋书”，确保安全生产理念贯通至
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生命重于泰山”
的思想融入到日常工作中。
“安全日”专题活动的开展，进一
步增强了该公司干部员工的忧患意
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下一步，
该公司将在生产中全面强化各环节
安全管控措施，坚决杜绝人身伤亡和
拉闸限电事件，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赵 圣
炟 王灿军）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岚
本报讯 5 月 13 日，周口的
郭女士向“有事儿就找邻妹妹·
大河抗疫一键求助平台”求助
说，她 1 岁多的小侄子在家与别
的小朋友玩耍时，被小朋友拿
的利器误伤了眼睛，目前在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因
孩子眼部的伤口感染，炎症一
直消不下去，手术无法进行，家
人担心孩子眼睛会因此保不
住，想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不
知道需要什么手续？
据邻妹妹了解，郭女士侄
子因眼部受伤，5 月 1 日凌晨被
送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
疗，因伤口有炎症无法手术，为
此，医生已为孩子连续三天进
行了输液消炎，从目前医生的
诊断情况来看，炎症已有所减
轻。医生说，如果炎症消下去，
下周二（5 月 17 日）就可以做手
术了。

针对郭女士和孩子父母想
去北京同仁医院给孩子做手术
的想法，邻妹妹向医院进行了
咨询，得知患者要到医院就诊，
需提前预约挂号，预约挂号的
排序在 8 天之后，不过患者也可
在每天早上 7 时，去医院等待剩
余号源名额。此外，根据北京
市疫情防控要求，进入医院需
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以“北京健康宝”核酸查询
结果或纸质报告为凭证。
5 月 13 日上午，郭女士按
照邻妹妹的提示，登录北京同
仁医院的网站进行了挂号预
约，并向医生进行了咨询。医
生说可以先带着孩子到医院诊
断一下，需要根据诊断结果才
能确定是否可以手术。
孩子的母亲说，已经让在
北京的亲戚到医院等号，随后
会带着孩子过去。

国网卢氏县供电公司:优质可靠电助力香菇大产业
5 月 13 日，卢氏县狮子坪乡
狮子坪村的香菇种植基地标准化
大棚内一片繁忙。大棚外，国网卢
氏县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基
地内外供用电设施开展安全巡查，
确保基地用电无忧。近年来，卢氏
香菇产业向规模化逐步发展，科技
化智能化应用进入香菇生产各个
环节的同时，对供电质量和供电可
靠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当前正值夏菇生产季节，国网
卢氏县供电公司精心谋划，精准服
务，为全县香菇生产提供坚强的电
力保障。强化隐患排查，加大对辖

区各电压等级线路设备及涉农台
区的巡视排查力度，及时发现处理
安全隐患。结合“万人助万企”活
动 ，与 香 菇 种 植 龙 头 企 业 深 入 对
接，因企制宜量身定制供电方案，
保障企业用电安全无忧。贴心服
务群众，组建 15 支共产党员服务
小分队服务菇农生产，检查用电设
施隐患，义务维修电气设备故障，
助力菇农增收。此外，该公司不断
加快配电网建设，完善相关保电预
案措施，为卢氏香菇产业新发展提
供坚强电力保障。
（宁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