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河南省文明办关于做好
2019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推荐评选工
作的通知》（豫文明办〔2019〕31号）
工作部署，经过申报推荐、组织考
评、征求意见等程序，择优确定了26
个河南省文明城市、20个河南省文
明城市提名城市，6个河南省文明社
区标兵，5个河南省文明风景旅游区
标兵、5个河南省文明风景旅游区，
并复查确认了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
河南省文明城市、河南省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名单。为体现公开、公正、
公平原则，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如有
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话等方
式从公示之日起向省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20年 3月 25日—
3月31日

联系电话：0371-65902498
地址：郑州市金水路 17号省委

宣传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处
邮编：450003

河南省文明办
2020年3月25日

一、拟表彰河南省文明城市
（26个）

省辖市（2个）：
鹤壁市 三门峡市

县和县级市（24个）：
新郑市 洛宁县 新密市
栾川县 淅川县 民权县
武陟县 淇 县 睢 县
临颍县 襄城县 南乐县
唐河县 博爱县 宜阳县
镇平县 辉县市 尉氏县
孟州市 太康县 新蔡县
鄢陵县 汤阴县 内黄县

二、拟表彰河南省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20个）

县和县级市（20个）：
灵宝市 息 县 伊川县
中牟县 汝阳县 遂平县
浚 县 南召县 叶 县
原阳县 新野县 沁阳市
虞城县 封丘县 温 县
获嘉县 夏邑县 通许县
宁陵县 杞 县

三、拟保留荣誉称号的河南省
文明城市（34个）

省辖市（2个）：
平顶山市 周口市

县和县级市（32个）：
滑 县 修武县 濮阳县
登封市 鹿邑县 长葛市
商城县 郸城县 确山县
偃师市 义马市 桐柏县
延津县 泌阳县 汝南县
上蔡县 渑池县 邓州市
郏 县 西平县 卫辉市
范 县 舞阳县 鲁山县
嵩 县 潢川县 固始县
西华县 社旗县 沈丘县
罗山县 光山县

四、拟保留荣誉称号的河南省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5个）

县城（5个）：
台前县 卢氏县 内乡县
淮滨县 正阳县

五、拟表彰河南省文明社区标
兵（6个）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
处通信花园社区

洛阳市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定
鼎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舞钢市寺坡街道办事处九九山
社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
大街街道办事处华强城社区

焦作市解放区焦北街道办事处
花园街社区

信阳市浉河区湖东街道办事处
三五八社区

六、拟表彰河南省文明风景旅
游区标兵（5个）

郑州绿博园景区
兰考县焦裕禄纪念园
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
鄂豫皖苏区首府景区
济源市王屋山风景名胜区

七、拟表彰河南省文明风景旅
游区（5个）

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景区开发
管理委员会

河南宝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陕州地坑院景区管理处
南阳市博物馆
鹿邑县老子故里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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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

两扇蓝色的玻璃门见证了我省
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这里奋战
的日日夜夜。

玻璃门内，病区略显空荡。3月
25日，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C7东病区，随着三名合并其他疾病
的患者转到缓冲病区进行专科治
疗，一名康复患者顺利出院，我省第
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负责的 C7东
病区正式“清零”，医护人员协助病
区终末消毒，站好最后一班岗。

玻璃门外，一场特殊的感谢仪式
前一天曾在这里举行。53天的坚守，
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与
同济医院的医生护士日日夜夜坚守
在一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共
收治患者70名，治愈出院患者57名。

墙上挂满了气球，一件白色的
隔离衣上写满了“战友”们的签名，
桌子上摆满了蛋糕、水果和巧克力。

“感恩河南的各位老师，是你们
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武汉人
民，每天非常艰辛地护理危重病人，
我代表病人向你们表示深深的感
谢，感恩你们。”武汉同济医院中法
新城院区护理部主任胡露红向来自
河南的医护人员深深鞠躬。胡露红
清楚地记得，第二批医疗队队员刚
来武汉的时候，还都穿着大棉袄，如
今早已春风拂面春装在身。“河南的

老师负责的病区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更欣慰的是我们所有队员零感
染，大家健健康康来、健健康康回
去，我们是过命的交情、生死的‘战
友’，待到摘下口罩那一天，我们再
相聚，武汉永远欢迎你们。”胡露红
哽咽地说。

“亲爱的‘战友’：你好！你知道
天使为什么有翅膀吗？因为他们要
随时飞往需要他们的地方……”并
肩战斗50多天，C7东病区护士长张
海燕对河南“战友”印象非常深刻，
她和同济医院 24 名医护人员现场
朗诵写给第二批医疗队的感谢信
《有战友自远方来》。

“千里驰援奔武汉，英勇无畏抗
新冠，河南同济心连心，凯旋平安道
千万，待到不久胜利日，共同举杯再

祝愿。”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黄丽
红深情赋诗一首，赢得阵阵掌声。

“下次再来武汉，一定要给你一
个大大的拥抱。”

“这是我画的同济医生救治病
人的简笔画，请一定要收下。”

现场，“战友”们互道感谢，交换
礼物。开封市支援武汉医疗队部分
队员为同济医院的战友们表演了手
指舞《听我说谢谢你》。新乡市第二
人民医院护师贾亚群把志愿者送给
她的纪念证书转送给了同济的“战
友”们，“感谢同济的老师们这一段
时间对我们的照顾，豫鄂一家亲，我
们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仪式结束，所有的医护人员簇
拥在那扇紧闭的玻璃门前合影留
念，留下珍贵的战“疫”记忆。③5

疫情防控以来登记注册业
务93%为网上办

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岳希忠介
绍，疫情防控以来，市场监管部门全
面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

“预约办”服务，同时，针对防疫物资
生产、居民生活用品供应、物流等与
疫情相关企业的审批事项，特事特
办，进一步提升了政务服务效率。据
统计，疫情防控以来，全省共办理各

类登记注册业务 65838件，网上办理
率达93%，居全国前列。

省质检院对消毒液、乙醇等防护
用品全部免收检验费，对非防疫物资
只收取 60%费用；省纺织院对无纺布
等防护用品全部免收检验费。截至
目前，全省共受理复工企业防疫物资
检验 26批次、非防疫物资检验 21批
次，累计减免委托费用51780元。

同时，依托政银合作，该局还帮助
全省 4499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获得授信贷款47.63亿元，并通过信用
修复，将 394户企业和农专社移出经
营异常名录，将66户企业移出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释放注册资金661亿元。

复工餐饮单位近 13万家，
食品抽检合格率达98.6%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总监王建防
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3月 24日，
我省复工餐饮单位数为 129744 家，
多数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已开放餐
饮企业堂食服务。为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监管，该局加大抽查力度，截
至目前，已累计检查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商超等 98.7 万户次，查处违法
案件161件；安排省级食品抽检7539
批次，抽检合格率达98.6%。

对餐饮从业者来说，疫情防控是个
新的命题。省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
刘波介绍，从2月15日起，该局面向全
省餐饮从业者，开展疫情防控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培训，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5
万余人次参加了“线上直播”教学。

为确保市场销售活禽质量安全，
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农贸市
场建立起入场活禽销售者管理档案，
自2月中下旬全省各地逐步放开市场
销售活禽以来，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 3.6万多人次开展质
量检查，暂未发现销售无检疫合格的
活禽等重大违法行为。

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日
产量分别提升7.8倍、1.8倍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庆凌

介绍，疫情发生以来，省药监局开设
了应急审批绿色通道，对医用口罩、
医用防护服等许可申请实行提前介
入、即时受理、即时检查、联合审批
的“一条龙”审批模式。同时开辟应
急检验绿色通道，24 小时不间断检
验，大幅缩短了企业注册许可所需
时间。

截至目前，该局已审批增加医用
防护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33家，核发
疫情防控用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86
个，恢复产品注册证 7个，批准 41个
产品增加规格型号，快速办理了10个
品种的防治新冠肺炎的中药制剂备
案事项。

为推动全省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尽快复工复产，该局出台6项举措，帮
助企业充分释放产能。截至目前，我
省药品生产企业已复工复产 263家，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已复工复产 550
家，药械生产企业整体复工复产比例
达到 81%；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日
产量分别提升至疫情发生初期的 7.8
倍和1.8倍。③9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一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提升监管能力 释放企业产能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3月24日至25日，
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带领调研组到挂
牌督战的南召县，深入国储林基地、河南
三棵树涂料有限公司、银河虎山生态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金城社区易地扶贫搬
迁点、城郊乡竹园沟村等地，详细了解生
态产业扶贫、企业复工复产、精准扶贫等
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在座谈会上，高体健充分肯定了南
召县脱贫攻坚取得的成效，明确指出存

在问题和不足。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
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凝心聚力，精准施
策；要严格落实“四个不摘”，着力打好

“四场硬仗”，突出抓好就业产业扶贫，建
立健全防止返贫机制，不断完善兜底保
障政策；进一步强化智志双扶，接续推进
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着力加
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确保高质量按时
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③9

本报讯（记者 刘洋）3月 25日，由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品的《战“疫”长
歌》正式结集成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
恢复之际，用党报人独特的方式，为这
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留下了历史“碑铭”。

《战“疫”长歌》收集了从1月 21日
至3月20日的河南日报，大红封面上印
着习近平总书记“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
功”的铿锵话语。这60份报纸、700多
个版面，1500多篇稿件，200多幅照片，
忠实记录了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下，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带领中原儿
女与全国人民一道，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抗击新中国历
史上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
难度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动人历程。

《战“疫”长歌》中的篇篇稿件、张张
照片和扫描版面上二维码获取的全媒体
报道，再现了医护人员白衣执甲、悬壶济
世的动人情怀，描述了解放军官兵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的急速驰援，表现了公安
民警放弃团圆、返岗备战的忠诚担当，见
证了基层干部下沉防疫、宣传疏导的良
苦用心，讲述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
何曾是两乡”的豫鄂情深，定格了高高飘
扬在抗击疫情一线的鲜红党旗，也展现
出90后、00后们的迅速成长以及每一位
普通人的付出和努力。通览全册，字里
行间透露着中原人民忠勇无畏的赤子之
心和黄河儿女百折不挠的刚健风骨。

报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战
“疫”长歌》共印刷 200册，用 5天时间
全部制作完成，其中一部分将进入省
档案馆和河南日报报史馆留存，具有
较高的收藏价值和史料价值。③8

坚守非洲大地
普及防疫知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

60份报纸记录我省抗疫历程

《战“疫”长歌》正式结集成册

2019 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文明单位（社区、景区）名单公示

相关新闻

3 月 25日，巩义市夹津口镇焦赞岭上油菜花竞相绽放。近年
来，该镇立足于山区特色产业，实现了“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有
特色”的目标，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⑨6

上图 拍张全家福 右图 观光产业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曹萍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援外医疗队
在行动。近日，赞比亚首次确诊两例
新冠肺炎病例。中国援赞比亚第21
批医疗队队员立刻行动，通过开展科
普讲座等多种形式，及时向当地群众
普及防控知识，共同抗击疫情。

3月25日，记者接通中国援赞比
亚第21批医疗队队长、郑州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马超的微信语音通话时，
他正在通过网络收听国内疾控专家
关于新冠肺炎防控知识的讲座。

像这样的科普讲座，已经是医
疗队的“固定节目”。马超介绍，医
疗队还通过在当地主流报纸上刊登
科普知识，接受多家电视台采访讲
解防控措施，建立新冠肺炎防治群
等形式，让更多的赞比亚民众及当
地华人华侨掌握防控知识，减少恐
慌情绪。

在线下，医疗队也没闲着。“为
了做好华侨华人的疫情排查工作，
医疗队承担起中国返赞人员的信息
登记管理及初筛，迄今已登记管理
国内返赞人员信息2000余份，筛查
排除可疑患者30名。”马超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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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部分医护人员合影留念。⑨6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摄

□本报记者 陈更生 聂冬晗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孙静

菜花飘香
引客来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23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首批农村扶贫公路中央预算
内投资计划已下达我省，1.32 亿元中
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修建 10个农村扶
贫公路项目。

精准扶贫、交通先行，农村公路建
设是重中之重。为持续改善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群众出行条件，国家发展改
革委下达我省农村扶贫公路 2020 年

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主要用
于卢氏县X203线洛三界楼房至X021
涧西改建工程、光山县闸上店至晏河
公路改建工程、镇平县高丘镇深度贫
困村道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 5个乡
村旅游公路项目；新密市平陌镇界河
村 2020年道路建设项目、汝州市怯庄
安置点出口道路、南召县G207线—范
庄王铁组等 5个通大型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公路项目。③8

1.32 亿 元 中 央 投 资 计 划
支持我省农村扶贫公路项目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负责病区“清零”

豫鄂携手“战友”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