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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生产恢复，切实抓好春季

蔬菜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稳定

农民增收致富的途径，稳住

“菜篮子”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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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秀良
本报通讯员 陈晓东 李浩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有效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确保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新密市税务局积
极响应党员“下沉”的工作要求，充分
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干部带头模范作用，让党旗在防疫一
线高高飘扬。

疫情当前，党员争做榜样

“先让我们上。”同是 59岁的李保
才和李春杰，是新密市税务局资历最
长的两位老同志，在看到支部书记在
工作群发出支援社区抗击疫情的号召
之后，他们俩最先给自己报上了名。

局机关五支部党员梁春鹏腿部受
伤，行动不便，支部书记考虑到他的身
体原因，加上正值假期期间，便让他注
意防范，安心在家休息。没想到梁春
鹏看到工作群后，不顾家人劝阻，第二
天早上 7点多钟不声不响地提前来文

化街社区报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
全局同志作出了表率。

有广大党员同志的身先士卒、冲
锋在前，新密市税务局3个疫情防控检
查岗（新密市袁庄乡张华岭村、新华路
办事处杨寨村、青屏街办事处文化街
社区）迅速组建起来，他们认真配合社
区、村庄开展群防群控，充实基层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

一线的同志们连续奋战，非常辛
苦，该局党委采取务实、贴心的举措，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为驻守张华
岭村防控一线的党员志愿者送去棉
衣、方便面、矿泉水等慰问品。在防护
物资紧张的条件下，为文化街社区捐
赠 8只电子温度检测仪。同时勉励参
加执勤的党员志愿者，充分发挥带头

作用，形成合力，筑牢疫情防线，保障
人民群众的安全。

防疫一线，党旗高高飘扬

“感谢胡书记，你们真是辛苦了。”
口罩虽然遮住了乡亲的脸庞，但遮不
住话语里的浓浓情意。

胡松尧和王永生、袁宏勋是新密
市税务局驻袁庄乡张华岭村扶贫工作
队成员。驻村第一书记胡松尧带领
驻村工作队为每户村民特别是留守
家庭和饲养有家禽家畜的家庭房屋
内外消毒，并为他们热心讲解防疫防
控知识，赢得了村民一致赞许。在该
村疫情防控检测服务站，队员们认认
真真排查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询问有
关情况，登记信息、测量体温、喷洒消

毒 液 ，各 项 工 作 按 部 就 班 ，有 条 不
紊。服务站条件简陋，有时候甚至连
一顿最简单的饭菜也吃不上，在连续
的劳累之后，方便面加矿泉水就是他
们最温暖的慰藉。

疫情防控期间，新密市税务局党
员干部听从指挥，团结一心，克服困
难，在保证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安全的
基础上，倾力参与社区（村）进出登记、
排查预警、知识普及、清洁消毒等基础
工作，充实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力量，教
育引导身边群众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众志
成城狙击疫情扩散蔓延。

群众心底，党徽绽放光芒

“现在正是全国疫情严峻时期，孙

建伟同志的善举是正能量，他的事迹
感人，我们一定要表达感谢之情。”近
日新密市税务局接到一个特殊电话，
牛店镇牛店村里沟组组长孙志强在电
话中对税务人员孙建伟赞不绝口。

原来，孙建伟得知自己老家牛店
村里沟组设置的检查岗缺少口罩等防
护物品后，连忙跑了市区几个药店寻
购口罩。遗憾的是此时口罩正是紧缺
物品，直到当晚 10点多他依然没有买
到。第二天，孙建伟在文化街社区值
完勤后，带着儿子采购了方便面、八宝
粥等物品，赶到牛店村里沟组疫情检
查岗，为值勤人员送去自己的一点心
意。当地执勤的同志们希望孙建伟在
笔记本上留下名字和捐赠物品，但被
他婉言拒绝：“我是这里的村民，更是

一名党员，特殊时期，老家是我的小
家，国家是我们的大家，家里有难，咱
能不伸一把手吗？”朴实的话语彰显了
一名共产党人的大爱与责任。

在下沉一线、共战疫情的日子里，
这样感人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面对
等候检测群众的不理解，执勤的志愿者
们认真解释，耐心沟通，争取他们的支
持与配合。每当受到来往群众的点赞、
表扬时，他们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与自豪：
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而是共产党
员坚强党性、良好形象的最佳展示。

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艰险越向
前。目前，疫情防控到了最关键的阶
段，新密市税务局党员干部正以自己
的实际行动坚决做到勇于担当、科学
防控，组成一道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贡献税务力量。

新密市税务局:党员冲在前 筑牢战“疫”线

我们在行动

众志成城
全力战“疫”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
怡）2月 19日，位于叶县任店镇柳营村的松润农业公司
上海青种植基地里，20多位戴着口罩的农民紧张有序地
播种、浇水、收菜；农技专家正通过微信与公司负责人尚
松鹏视频连线，查看种苗的长势……

上海青极易种植，而且生长周期短。疫情期间，该公
司在原有200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又增扩100亩，每日
可向市区供应3000公斤上海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平顶山蔬菜市场保供稳价压
力加大。为此，平顶山强化蔬菜生产服务、质量管理，切
实保障“菜篮子”产品供应。

在组织排查全市蔬菜存余、在田生产和近期上市情
况的同时，该市发动全市蔬菜基地、农业企业扩大蔬菜种
植规模，以种植速生叶类蔬菜为重点，增加蔬菜供应量。

防疫期间，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成为难题。
为此，平顶山组建了一支有丰富农业技术管理经验的
专家服务团队，通过手机、微信视频、网络开展线上技
术指导服务。

此外，该市引导生产经营者规范产地环境洁净、农资
购买、生产过程管控、产品贮运安全、内部质量控制等关
键环节，强化农产品质量风险管控，落实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制度，实施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管理，确保疫情防控
期间“菜篮子”安全。③4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大润发自由路店：白
菜1.98元一斤，鸡蛋3.29元一斤……”2月 19日一大早，
开封市区各大超市商品价格就向社会公布，让广大市民
采买时心中有数。

开封市商务局的监测数据显示：2月 18日，市区各
大商超主要蔬菜品种进货量为 11368公斤，销售量约为
7440公斤，价格稳定。19日，该市继续保持大型商超的
主要蔬菜投放量大于销售量。

“我们对农贸市场统一开通绿色通道，全力稳物价、
保供应、防疫情。每天对市场进行巡查，监控菜价。”顺河
区相关负责人说。

开封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群众所需和农时之急，大
力推进春季蔬菜生产和有序开展畜牧业复产提能，加大医
疗物资生产企业，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人民群众生活必
需的商超、药店零售业等民生关键行业领域的保障力度。

疫情面前，开封市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部门分工负
责、密切协作，在种养合作社等供方与超市等需方的生
产、销售、运输方面主动靠前服务，确保农副产品产得好、
运得出、销得畅。

2月 19日，祥符区半坡店乡绿神蔬菜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蔬菜大棚里，鲜嫩的黄瓜挂满藤架。“我们大年初
一就上班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目前生产环节不存
在问题。”合作社负责人飺彩银说。③4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地方蔬
菜等农产品受疫情防控隔离、封锁措施影
响，销售不畅；一些地方实行活禽禁运，种
畜禽销售受阻，影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2月 17日，全省春季农业生产暨脱贫
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坚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恢复，切实抓好春
季蔬菜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稳定农民增收
致富的途径，稳住“菜篮子”产品供应。

抓好春季蔬菜生产，既是当前保供的
需要，也是稳定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
径。会议提出，下一步各地要继续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压实责任，细化措
施，确保蔬菜生产供应有序恢复。各地
要大力发展工厂化育苗，依托现有的温
室大棚设施，在蔬菜集中产区建设一批
育苗工厂，解决广大农民蔬菜生产中的
种苗需求问题。

积极发展设施蔬菜。设施蔬菜上市
早、卖价高，对促进农民增收作用比较大，
也是一些地方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各
地要加快老旧设施改造，高标准建设一批
设施蔬菜标准园（区），提高我省蔬菜产业
发展水平。

调整优化蔬菜布局。各地要在种足种
好春季蔬菜的基础上，围绕市场需求，进一
步优化蔬菜产业结构，重点发展具有地域
特色的品种，适当扩大速生叶类蔬菜种植

面积，实现春季蔬菜错峰上市、均衡上市。
培育发展规模主体。各地要整合现

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发
展蔬菜生产，加强对其技术指导和服务，
帮助提升生产经营水平；要组织新型经营
主体与批发市场、超市进行产销对接，提
高蔬菜产供销一体化水平。

我省是畜牧业大省，抓好畜牧业生
产，不但关系到农民增收，而且关系到肉
蛋奶供应。当前要尽快恢复畜牧业生产
秩序，保证饲料供应，建立饲料原料供需
调度机制，加强粮库与饲料企业对接，加
大玉米等储备粮投放，支持饲料企业正常
生产，解决畜禽断料问题。要支持补栏增
养，畅通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渠道，满
足养殖场户补栏需求，巩固基础产能；支
持养殖场加快实施畜禽养殖新建改扩建
项目，形成新增产能。

加强活禽交易市场分类管理。各地

要精准施策、分类管理，对因防范疫情暂
停交易的市场，通过集中屠宰、产销对接
等方式，解决活禽销售难题；对正常经营
开放的市场，按照“谁销售、谁负责”原则，
督促经营者完善设施条件，严格落实消
毒、休市、过夜零存栏等管理措施；对已实
行永久性关闭的市场，加强产加销对接，
完善配送体系，推行冰鲜和冷冻上市，保
障禽肉持续稳定供应。

抓好动物疫病防控。春季是动物疫
病高发期，防疫工作必须常抓不懈。要持
续抓好非洲猪瘟防控，继续严格落实“五
控一隔离”和屠宰环节“两项制度”等综合
防控措施，严厉打击收购、贩运、销售、随
意丢弃病死猪等违法行为。要加强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统筹做好布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
防控；加强水网密集、候鸟迁徙地区高致
病性禽流感防控，确保不出现重大动物疫
情。③6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
甜 通讯员 张晓霞）2月 19日，记者来到内黄县城关镇真
武庙村的一栋温棚，一串串成熟的西红柿令人垂涎欲滴。

该村村委委员李现廷介绍，真武庙村有温棚600亩，
全部种植西红柿，目前头茬刚上市，每天可销售 5000公
斤，过几天旺季日均销售将达5万多公斤，产品全部销往
内黄县果蔬城。

疫情期间，作为我省果蔬大县，内黄从种植、采摘、运
输、销售等环节齐发力，保障安阳市民新鲜菜不断供。

来到内黄县果蔬城，记者看到，市场一侧大屏上滚动
播放着疫情防控提示，几辆货运卡车正在装货。在“果蔬
城”微信公众号里，可以看到当天供应有西红柿、黄瓜等
20余个蔬菜品种。

“目前，果蔬城日交易量达 600余吨，主要销到安阳
市区及周边。”内黄县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负责人彭志强
介绍，果蔬城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利用冷链仓储
设施、商户资源优势，做好供应和稳价工作。

此外，针对柴鸡蛋、鹌鹑蛋、红薯等农副产品销售难
情况，内黄县通过线上销售帮助农户渡过难关。

“我们与龙头电商企业一道制定营销方案，联系对接
电商平台，在 2月 12日快递复工第一天，就上线鸡蛋等
产品，目前累计发出快递包裹 3万多个。”内黄县商务局
副局长翟丽丽说。③4

供应有力度 保障有温度

开封

种植不停歇 蔬菜不断供

平顶山

市场供给足 线上销售旺

内黄

确保“菜篮子”产品供应

◀2月 18日，在正阳县熊寨镇
王楼村富贵合作社大棚里，菜农正
在收获蔬菜。该合作社共有 42个
大棚，种植蔬菜 30余亩，日供蔬菜
2000公斤左右。⑨6 高万宝 摄

▼2月 17日，在位于社旗县李
店镇的寿光满义设施蔬菜扶贫基地
大棚里，菜农正在采摘黄瓜。连日
来，社旗县积极抓好蔬菜生产，保障
市场供应。⑨6 申鸿皓 摄

（上接第一版）

质量上提升，增造血功能提发展后劲

目前，我省最后一批 14个贫困县已进入摘帽程序，
预计今年上半年将如期宣布，这意味着我省所有县将甩
掉“贫困帽”。

脱贫之后怎么干？省委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保持
脱贫攻坚政策总体稳定，坚持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
不摘帮扶、不摘监管，继续执行脱贫攻坚主要扶持政策，
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发展后劲”。

“脱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标。坚持‘四个不摘’，
有利于稳定脱贫成果，帮助群众高质量脱贫。”淅川县委
书记卢捍卫表示，淅川是全省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虽然
摘帽十拿九稳，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下一步的工作仍
要“爬坡过坎、滚石上山”。“我们将认真落实省委一号文
件精神，结合淅川实际，进一步加大结对帮扶、定点扶贫、
社会扶贫力度，强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深入开展消费
扶贫，确保群众稳定脱贫不返贫。”他说。

考核上从严，确保成果经得起检验

如何用好考核指挥棒，让我省脱贫攻坚的成色更足、
全面小康的底色更亮？省委一号文件指出，要“严把贫困
退出关，严格执行贫困退出标准和程序，坚决杜绝数字脱
贫、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

“今年我们将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省扶贫
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受疫情影响推迟的省辖市党委政府
2019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工作，在疫情结束后将适时
开展；今年上半年，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将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同时，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等工作也将持续开展。

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宣传和总结，省委一号文件也
有具体要求，关键看如何落地。“全面展现新时代扶贫脱
贫壮阔实践，选树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全面宣传脱贫攻坚
伟大成就。”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广安认为，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河南的脱贫攻坚是全国的缩
影。在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的进程中，脱贫攻坚蕴含的
伟大精神，是中原大地的宝贵精神财富，应该进行浓墨重
彩的宣传报道。

重心上调整，集中作战变常态推进

脱贫攻坚战即将收官，职能部门、帮扶干部今后的工
作重点怎么转？省委一号文件作出了“战略调整”的决
定，要求“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扶贫工作重心转向解决
相对贫困，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

“省委一号文件的安排部署非常科学和及时。”省扶
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消灭的是绝
对贫困，但受各种因素影响，相对贫困会长期存在，贫困
人口出现动态变化也在所难免，因此扶贫工作的重心和
方式都应进行主动调整。

“省委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
型，做好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工作，这给
我们指明了下一步驻村帮扶的工作方向。”省市场监管局派
驻镇平县玉都街道肖营村第一书记侯群华说，“目前，我们
正按照省委一号文件的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生
产，以2个扶贫车间和2000亩油用牡丹基地为依托，努力
壮大集体经济、扮靓人居环境，稳步对接乡村振兴。”③3

促生产 保供应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周婷

本报2月17日二版头题以《“地是飞地，人是亲人！”》为
题，报道了疫情防控开始后，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镇主动临
时接管了位于其擒龙山村辖区之中的两块湖北飞地——随
州市随县小林镇小林店居委会清泥沟和蔡家畈两个村民
组的10户20位老人的情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月19日上午，在吴家店镇党委副书记戴金戈、镇妇联
主席李兆红的陪同下，邹心霞、刘付荣、刘明功等几位爱心
人士，将信阳百家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信阳兴隆合作社、信
阳刘丫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信阳泓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等企业捐赠的大米、面粉、食用油和新鲜蔬菜，以及金银花、
艾条等防护药品，送到湖北飞地10户20位老人家中。

看到河南老乡从车上卸下各种生活物品，清泥沟村民
组组长黄发祥的老伴吴绍兰激动地说：“昨天你们镇的孙
书记刚来看过我们，问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今天你们又送
来这么多东西，真的是太感谢了。”

村民张行江看到大伙儿提着大米、面粉、食用油等直往
他家屋里送，忙一个劲地问：“你们搞错了吧？走错门了
吧？”当终于搞明白是河南老乡又专门来看望他时，他忍不
住抹着眼泪说：“你们可真是把俺们当亲戚走啊！”

特地赶来致谢的小林店居委会党支部书记熊行义，
一个劲地给爱心人士竖大拇指，说：“亲人般的关怀和温
暖，到啥时候都不能忘！”③5

信阳临时接管湖北飞地居民后续：

“亲人般的关怀和温暖，
到啥时候都不能忘！”

决战决胜 就在今朝

万众一心 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