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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发展不松劲
防疫情不松懈

贫困户义务值班上卡点

“知心大姐”爱心服务一线

网上技能培训应加强多一些助农举措

2月 23日，商水县张庄乡20
名农民工乘坐乡政府准备的专
车前往商水雅戈尔盛泰集团服
装公司复工。目前，该乡已用包
车护送农民工 500 多人赴县内
企业复工。

“今年，我们乡将有1万多名
农民工分批返岗务工。我们在严
格做好防疫的同时，对县内企业
务工人员，由乡政府和各村包车
分批送农民工返岗；对省外企业
务工人员，由乡政府包车送到县
人社局，再由人社局组织包车送
往用工单位。”张庄乡党委书记张
军启告诉笔者。

商水县是劳务输出大县，每
年外出务工人员30多万人，今年
春节期间返乡人员 25万人。为
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农民工有序、
健康、平安返岗就业，该县协调组
织人社、卫健、交通、公安等单位
及 22个乡镇、产业集聚区政府，
以乡镇、村为单位，对节后未返企

返岗农民工信息全面调查统计，
及时摸清掌握农民工所在企业务
工情况，并与用工企业做好岗位
需求、上岗时间、薪酬待遇等衔接
工作。

该县对农民工外出务工前
认真做好健康状况核查检测，实
行包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
医、乡镇卫生院医生审核签字的

“四签字”和村委会、乡镇卫生
院、乡政府三单位加盖公章的

“三盖章”制度，并对农民工开具
健康证明，要求每名农民工必须
戴口罩、携带健康证明，并在上
车前进行体温检测，合格后才能
上车外出。该县人社、卫生防
疫、交通等部门提前做好农民工
专车消毒和司乘人员卫生防疫工
作，对所有车辆配备了防护用品
和消毒用品；做到全程检测、全程
防控，确保外出人员无病患、病患
人员不上车。6

（乔连军）

农民工免费乘政府包车返岗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为解决春耕备耕因为疫情造成的运输难题，沈
丘县开展“战疫情、保春耕”为农民送农资下乡活动，将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送
货上门。6 黄海涛 摄

连日来，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牵
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在灵宝市朱阳
镇何家村疫情防控的战场上，有一位
特殊的人。平日里，他是党委政府关
心关爱的帮扶对象；疫情面前，他成
了为政府解忧助力的“好帮手”。

55岁的安铁旦，是一名五保残疾
贫困户。因为身体不便，无法从事重
体力劳动和外出务工，只能待在村
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据村党支部
书记李云峰介绍，“平时，安铁旦就非
常感恩党。虽然身体残疾，但打扫公
共卫生、路间卫生，他干得有声有色，
得到全村人的好评！”

自疫情发生后，安铁旦一直关注

着疫情的发展。听说村里要安排防
疫卡点值班，他主动提出义务值班，
说自己家离村口的防疫卡点比较
近。一早一晚打扫卫生、打火取暖、
服务卡点的工作，安铁旦也一点都不
马虎，都出色地完成。

尽管已经参与到了疫情防控中
来，但听说村里党员群众为疫情防控
捐款捐物时，安铁旦也特别想尽自己
的一片心意。李云峰说：“防疫工作
中，群众自发给武汉捐款，安铁旦自
己掏出 100 元钱，也要捐款，村‘两
委’考虑到他是贫困户，经济来源有
限，婉言拒绝了，但是全村上下都很
感动。”6 (陈越)

“办理外出务工健康证明需要三
个程序：先到社区领取登记表，再到
医院体检，最后……”2月 20日上午，
正在辖区走访的西峡县白羽街道关
巷社区妇联主席庞学清向电话求助
者回复。最近几天来，像这样的内
容，她每天都要重复数十次。

庞学清是关巷社区的一名妇女
干部，同时也是该社区“知心大姐”爱
心服务队的发起人和队长。服务队
成立 10年来，“知心大姐”们常年活
跃在大街小巷，化解社会矛盾，扶贫
济困，深受社区群众好评。目前，已
辐射到白羽街道下辖的刘巷、土门、
东湖三个社区，注册人数发展到 300
多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知心
大姐”服务队迅速投入到“逐户摸底

排查、集中封闭管理”的疫情防控工
作中。土门社区“知心大姐”服务队
队长张玉晓，所在的执勤点位于西峡
县长途客车站附近，居民小区多，人
员复杂。除夕夜里，作为家庭主妇，
她来不及安排家人的年夜饭，从晚上
7点开始与街道社区其他四位干部一
起值守到凌晨。这些天来，张贴通
告、发放居民通行证、办理务工健康
证……张玉晓像个陀螺一样，一天到
晚忙个不停，顾不上回家吃饭就在单
位对付吃一碗泡面。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知
心大姐”服务队冲锋在前，与辖区党
员干部并肩作战，筑起了一道坚固的
防线，还帮助 1500 多名县内外务工
人员办理了健康证明。6

（封德 王玉贵）

疫情防控，对农民工就业创业造
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从疫情防控
实际出发，应多开展一些网上职业技
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技能。

首先，政府职能部门、相关培训
机构要充分协调、积极配合。根据目
前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不能放松的现
实，各培训机构要结合用工单位的岗
位需求，开展网上“订单式”培训，有
针对性地在网上开展各种用工常识
培训和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以劳务输
出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其二，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探索
构建“线上推介培训+定向安排就业”
的网上技能培训新模式。同时，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等多渠道，推介培训项
目、展示学员风采、交流教学经验。

其三，积极探索运用现代传播技
术，开展农民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远程培训。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
等点多面广、直接入户、受众广泛的特
点，选择最好的师资和教材，将适用和
实用的知识传播到农户及毕业生中。

其四，认真做好返乡农民工培
训的信息服务工作。通过网上调查
并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对不
同职业(工种)、不同等级的农民工职
业供求和工资价位进行调查分析，
将调查分析结果上网及时向社会公
布。6 (齐振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一些地
方关闭了人员流动较大的菜市场、便
利店，再加上农产品运输车辆和人员
减少，以及地方断路、断运等一些防
控措施的实施，造成农产品市场缺口
较大，这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不便，也造成了农产品滞销困局。

在这样的状况下，阿里巴巴顺势
而为，推出“爱心助农计划”，设立 10
亿“爱心助农基金”，帮助全国各地农
民卖农产品，既为广大农民解了燃眉
之急，又保障了人民群众对新鲜农产
品的需求，赢得了口碑和声誉，可谓
一举多得。

笔者注意到，除了阿里巴巴，拼

多多上线“抗疫农货”专区，设置专项
农产品补贴，淘宝上线“吃货助农”频
道，京东开通“生鲜绿色通道”推动滞
销农产品销售……

抓好生活必需品特别是主要农
产品的生产供应，事关疫情防控工作
大局，也事关农民切身利益。

除了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积极
推介农产品，为农民打开销路之外，
各级各部门也要采取得力措施，多想
为民之策，多行务实之举，比如，积极
从产地组织货源，推动农产品进社
区、进食堂、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等等，这些都能很好解决疫情期间农
产品买难卖难问题。 6（王学明）

农资送到地头

育苗保春耕

连线基层

百姓战疫

2月 21日，笔者在柘城县力
量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该企业
坚持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两手
抓，各车间陆续复工，一片繁忙
景象。

据了解，为推进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柘城县成立了由县级党
员领导干部牵头，发改、人社、工
信等部门组成的工作小组，选派
149名党员干部担任“企业复工
复产党建联络防疫专员”，帮助
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解决企
业用工、原料供应、资金等实际
困难。

柘城县派驻企业的党建联
络防疫专员孔玉海说，早在 2月
初，力量新材料有限公司就严格
落实县政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相关工作要求。进驻企业以
来，他每天在企业正常工作 6个
小时以上，主要是主动服务，帮

助建立卫生员制度，做好车间的
复工申报，进一步筛查厂区内的
防疫死角，做到有问题，早发现、
早报告、早解决。

企业在进厂第一道门口和车
间门口分别设有监测、消毒点，并
进行登记。车间每个员工每天进
行三次体温测量和消毒，车间安
排专人负责消毒，每天不低于四
次。餐厅派专人送餐到员工岗
位，减少员工出入，确保防控措施
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力量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部
经理刘杰说，县委县政府为企业
派驻党建联络防疫专员，助力企
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这
让企业很暖心。虽然疫情期间我
们企业延时开工，但我相信在大
家的努力下，我们的生产和销售
一定会取得可喜成绩。6

（刘关心 曹先锋 史磊）

防疫专员助力企业复工

现场目击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陵
县柳河镇北陈村委成立了女子“119”
服务队和五老“112”服务队。他们在
村内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帮助村民搞
好春耕生产，志愿服务村委执勤劝返
点。

女子“119”服务队是驻北陈村第
一书记李琳玉发起的，她在工作中发
现，疫情防控家庭妇女起关键作用，
于是她就动员村里年轻妇女志愿者，
一人一辆电动车开展九项工作，内容
包括疫情防控知识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环境污染防治等。

五老“112”服务队是曾参加过
抗美援朝的老党员张振久发起的。
它由该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老村医等组成，一人一辆电动车，两
项服务，一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
当前疫情防控内容，及时排查上报
发热病人。二是温暖孤独老人，到
家中慰问，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等。五老“112”服务队年龄最
大的 83 岁，最小的 70 岁，他们发挥
余热，为北陈村的社会稳定做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

目前，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在
开具健康证明后陆续到工厂企业复
工，老人和妇女戴口罩开始春耕备
播，没有扎堆聚集聊天行为，村民自
觉做好家庭消毒消杀，勤洗手，注意
个人卫生，没有发生感染病例和疑
似病例。6 （高云光）

村里活跃着两支服务队

“现在开庭！”正阳法院民一庭庭
长杨宏伟法官敲响了法槌，“正阳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鲁某、李某诉被
告陈某、正阳县某有限公司人身损害
赔偿纠纷一案……”穿着法袍、戴着
口罩、盯着屏幕，这是疫情防控时期，
正阳法院网上开庭审理时的一幕。

2 月 18 日上午，在正阳法院第
一审判庭内，除了佩戴着口罩的法
官杨宏伟、闵继承、夏成华和书记员
外，没有原告，也没有被告，一场特
殊的线上庭审正在紧张有序地进
行。法官面前的手机屏幕上实时显
示主审法官和原告、被告的画面，在
线“隔空”审理案件，开启了多人视
频模式。

原告鲁某、李某诉被告陈某、正

阳县某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案，当事人双方因疫情影响无法
到庭参加诉讼，考虑到当前疫情防
控需要，承办人在征求当事人和其
诉讼代理人同意后，决定通过互联
网审庭进行网上开庭。上午 9时，双
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手机视频接入
后，承办法官杨宏伟敲响了法槌，庭
审正式开始。审理整个过程声音清
晰，画面流畅，审理程序规范。整个
庭审时长约 30分钟。开庭过程中，
法官在网上进行了法庭调查、举证、
法庭辩论等法定程序，双方当事人
详尽地陈述诉辩意见。当事人最后
通过电子签名技术在庭审笔录上签
字确认，网上庭审圆满结束。6

（王树恒）

“隔空”连线审理案件

民情与法

舆论关注

2 月 24日，在洛阳市洛龙区李楼镇的洛阳兰海蔬菜种植合作社育苗基地，
工作人员正对培育的西红柿苗、辣椒苗、菠菜苗等进行淋洒，确保菜苗稳定生
长。⑨6 张光辉 张俊望 摄

“运维党支部党员王辉已到西关
社区雪峰路西段卡点报到，正在协助
社区管控人员出入。”日前，镇平县
供电公司参加所在社区疫情防控的
党员干部，纷纷在该公司“党员战役
情”微信群里通报到岗到位情况。

2月 5日以来，镇平县供电公司
广大党员主动请缨，迅速到所在社
区、居委会、行政村报到，积极与当地
疫情防控工作人员一起宣传防疫知
识，在疫情防控卡点值守，开展社区
巡查，对进出社区的人员测温做好登
记，对进出车辆消毒，严格核查外出
人员，及时劝导居民不聚集，不聚会，
注意自我防护；引导居民科学防控，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少出门、戴
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对重点人员测

量体温，督促其居家观察，做好生活
保障服务；驻村工作队的党员干部和
驻村第一书记，与湖北返乡人员家庭
建立结对帮扶机制，每天两次与村医
一道上门为居家隔离人员测体温，观
察隔离人员身体情况，询问其生活方
面的需求，及时把米、面、油、蔬菜等
生活用品和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送到隔离人员家中，同时做好耐心解
释劝说和心理疏导，使其安心居家观
察，密织疫情防控安全网。据了解，
截至 2月 13 日，该公司共有 31名党
员干部，参加 16个社区、居委会和行
政村的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为11户隔
离家庭解决生活难题 36 个，送口罩
300只，医用酒精23瓶。

（裴晓阳）

中牟县驻村干部防疫生产两不误

大地回暖，春耕在即，郑州中牟
县万滩镇坡岗李村 1800 多亩小麦、
大蒜施肥迫在眉睫。由于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该村及周边多处农资供应
点无法供应化肥，针对群众外出购置
存在安全隐患，驻村第一书记张伟强
第一时间组织村组干部统计群众化
肥需求数量。后经多方协调，满载 2
大卡车的 20吨化肥连夜准时运达村
庄卡点，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年，虽
然疫情突发，但绝不会动摇我们全面
脱贫奔小康的信心。”该县狼城岗镇
北韦滩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杰说。疫
情突然暴发，令他最担忧的是村里建
档立卡低收入户的生活和防疫，他表
示，必须双赢，战“役”战“贫”两不

误。正月初二，王杰就撇下年迈的母
亲、尚在病中的父亲及年幼的孩子，
交给妻子一人照顾，带领驻村队员与
村组干部一起参与疫情防控。对建
档立卡户，他不辞辛苦逐家逐户走
访，细心查看储备食物是否充足，防
疫措施是否到位，并不忘宣传他的万
亩菊花产业项目，谋划着如何带领群
众脱贫致富，取得好收成。

中牟县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发出
全县驻村干部充分发挥“尖兵”作用，
全力以赴帮助所驻村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向全县驻村干部发出战

“疫”动员令。从脱贫攻坚一线到疫情
防控一线，全县162名驻村干部闻令而
动，成为乡村“疫”线“最美逆行者”。

（李少波 李铁亮）

镇平县供电公司

党员举党旗 抗疫一线践初心
ZMDY-2019-26号宗地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成交公告

驻国土成交字[2020] 5号

经驻马店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单
位于2020年 1月 3日分别在《河南日
报》、中国土地市场网等相关媒体刊
登了ZMDY-2019-26号宗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
告》，并依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

第 39号令）、《河南省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管理办法》《驻马店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规
则》等规定，于2020年 1月 23日在驻
马店市土地招拍挂网上对该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举行了竞价拍卖活
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驻马店市地产交易中心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分局

2020年2月25日

宗地编号

ZM-

DY-2019-26号

宗地位置

兴业大道与东平

路交叉口西南侧

土地面积

(㎡)

2659.99

土地用途

商住用地

出让年限

（年）

商业：40

住宅：70

成交价

（万元/

亩）

260

成交金额

（万元）

1037.3961

出让

方式

拍卖

竞得人

河南绿创置

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