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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丁新科

4 月 11 日，全省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集中活

动暨倡导并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 行 动 启 动 仪 式 在 郑 州 市 第 八 十 八 中 学 举

行。今年爱国卫生月，主题是“防疫有我，爱卫

同行”。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人民战争中，各

地广泛发动群众，筑牢阻击疫情的“铜墙铁

壁”。如今，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成

为群众防疫的“四大法宝”，公筷公勺成为“健康

新食尚、餐饮风向标”。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为迅速切断病毒传播渠道，为疫情防控作出了

很大贡献，这就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鲜活实践。

开展爱国卫生月活动，首先要总结疫情防

控中的经验，形成制度化的成果，进一步筑牢

人民防线。在全省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一个

重要经验就是村、基层社区的群防群控。从村

支书的大喇叭到党员入门到户宣传政策，从扫

“健康码”进社区到小区闭环管理，从跑腿队服

务队到智慧云平台，基层创造的“土办法”管

用，“新手段”可行，在疫情防控、解决群众需求

中功不可没。

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基层很关键。不可否

认，基层在卫生健康事业上仍存在诸多短板，

一些良好的生活方式尚未沉淀为制度法规，随

处吐痰、乱扔垃圾等卫生陋习随着疫情形势好

转也有复发的苗头，优质卫生资源仍然欠缺。

正因如此，全省卫生健康大会提出，要突出基

层基础，大力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加

快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社区下沉，促进硬件

和软件双提升。

基层的爱国卫生运动，本质是做好人的工

作，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宣战，推动健康

饮食、健康习惯的养成。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

活方式，最终形成一种巨大而顽强的惯性力

量。比如，南方有的地区居民喜欢吃生鱼片，

因此患肝吸虫病的相对较多。上个世纪九十

年代，有地方居民还有在鱼塘上搭厕所的习

惯，更是加大了各种疾病传染的风险。后来，

这些陋习经过一次次沉痛的教训，在爱国卫生

运动中逐渐得以纠正。

广东省疾控系统每年夏季防范出现登革

热疫情的任务很重，在佛山等地的基层社区，

至今还保留着在下水道中放防蚊木塞的习惯，

居民也多有清理花盆积水的习惯，这是当地上

个世纪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积累的经验，对防

范蚊子带来的传染病非常有效。近年来，我省

各地广泛开展厕所革命，全面整治城乡环境，

客观上促进了居民文明习惯的养成，提升了卫

生环境。经历了这次疫情的考验，也必将加强

人们对于禁食野生动物、保持健康社交、养成

良好餐桌礼仪的共识。

基层健康环境的提升离不开医疗资源的投

入。在这方面，全省基层医疗力量在逐年加

强。4月 11日，省卫健委发布《关于公布首批社

区医院建设评估合格机构名单的通知》，我省

10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批挂牌“社区医院”，

这意味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正在进一

步提升，群众“家门口”就医将更安心、更舒心。

保障居民的健康，不仅要靠医疗卫生的

“小处方”，也需要社会治理能力的“大处方”更

给力，动员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创

新思路，深入持久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形成治

理合力，用健康体魄，建设美丽家园，定能拥抱

幸福生活。7

保障居民的健康，不仅要靠医
疗卫生的‘小处方’，也要靠社
会治理能力的‘大处方’。

豫论场

今日快评

扎牢社区卫生健康的篱笆

最不愿看到的，别再发生了

最是朴实见真情

众议

□刘婵

在 4月 10日风雨交加之时，大家得知了最不愿

看到的消息。长垣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4月 7日上

午，此前在芦岗乡黄河边走失的男童杨某达，遗体在

山东省东明县境内黄河下游一浅滩内被群众发现。

难以想象男孩家人悲痛欲绝的心情，尤其是孩

子的姐姐，事发时她正带着弟弟在黄河边放风筝。

姐姐的心理负担之重、心理阴影之大，旁人实在无法

体会，她所背负的沉痛，恐怕比任何人都有过之而无

不及。还是让逝者安息、给生者慰藉吧，让我们从这

一刻起更加敬畏生命、珍惜当下。

汛期来临，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云南、海南等

地先后有多名学生溺亡，令人痛心。另有不少案例

也敲响了警钟。一位 10岁的小学生，骗奶奶进行脸

部识别，给网络游戏充值达 3万元；福建一小区 6岁

男童坠楼，目前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因此，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特发布2020年第1号预

警，提醒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会同有关

部门进一步强化防溺水工作，确保学生生命安全。

现在一个特殊背景是，大部分学生还未开学，继续在

家上网课。当父母正常复工后，孩子待在家里谁来

看护？生命安全能不能得到切实保障？身心健康会

不会受到影响？对于家有小孩、又得按时到岗的双

职工家庭来说，复工后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些问

号都需要拉直。

大人们只有俯下身去，处在孩子的角度感受他

们的感受，思考他们的思考，寻觅他们的寻觅，才能

给予孩子们最需要的——基本的生命安全和亲情呵

护。据统计，意外伤害死亡占儿童死亡数量的 1/3，

已经成为少年儿童的“第一杀手”，而每一个意外事

件发生的背后，往往或多或少都存在家长失责、看护

不周的问题，1%的疏忽都可能 100%地毁灭一个家

庭，等到悲剧发生再追悔莫及，太迟太迟。

贪玩是孩子的天性，如何辨别意外存在的风险，

家庭责无旁贷；而给儿童安全扎紧篱笆墙，让孩子们

生活得安全，是家长的义务，也是社会的责任。

可以看到，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措施出台，更多帮

助家庭排忧解难。北京、上海、杭州等地鼓励企业和

职工采取弹性工时、远程办公，兼顾好子女看护。教

育部门则对网课内容及作业做规定，强调把孩子的

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有的学校还建起了“复工家

庭关爱群”，对复工家庭子女按照“一对一”的方式，

在线提供学业辅导、生活指导和心理疏导。

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教育改革、社会配套和

公益守望，应形成合力，相信从群众需求出发的每一

分努力，终将为孩子们撑起一个安全、快乐、充实的

“超长版寒假”。7

近日，武汉大学副校长李建成通过一段视频，

向洛阳村民表示感谢，得到不少人关注和点赞。

其原因，一是这种接地气的感谢方式，让人倍感亲

切；二是视频背后的感人故事，让人心生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洛阳市洛龙区安乐镇

群众了解到武汉大学正在为复学做准备、急需大

量防疫物资时，中岗村、茹凹村、郑村党员群众自

发开展了一场“驰援武汉大学，助力莘莘学子，共

同战疫”爱心捐助活动，1300余名村民主动捐款

20余万元，用此资金购买了 10万只口罩，送往武

汉大学。李校长录视频正是为了表达知“豫”之

恩、铭记于心的感情。

这场爱的表达，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河南

农民朴实善良的一面。平常生活中，他们虽然

远离人们视线，但到了危难时刻，却用自己最简

单朴实的行动，为打赢这场战“疫”默默做着贡

献。在抗击疫情的艰难阶段，洛阳市嵩县闫庄

镇竹园沟村的 300 多名村民，冒着严寒，连干 3

天，硬是从地里拔出了 10 万斤大葱，紧急捐赠

武汉。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传里寨村村民李甫

光、李凯龙、丁小强，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奔波，

把 1.6万斤爱心胡萝卜送到武汉抗疫前线。

丹心寸意，皆为有情；多行善事，必得善

果。武大副校长在视频里对洛阳村民说：“欢

迎你们有空来武汉大学看看，也欢迎你们的孩

子将来报考武汉大学，前往我校深造……”这

是一个美丽的约定，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美丽的

后续。2 （冯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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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河南省近日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
意见》，鼓励用人单位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为婴幼儿照护创造便利。7 图/朱慧卿

目前，住宅小区出入口管理虽然适度放开，

但快递末端配送不畅问题依然突出。2月下旬，

有69.9%的快递员选择“摆摊”，仅36.8%的快递员

表示可以上门收派件，至3月下旬，可上门收派件

的比例下降至33.3%。（见4月12日《新华视点》）
为了打通快递进小区的“最后一百米”，国家

三令五申。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印发《关于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时积极有序推进

复工复产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允许快递人员进

入社区（村）配送。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快递进小区

不存在制度性障碍，但很多小区还在人为地设障，

打通快递进小区“肠梗阻”，显得尤为迫切。

首先，各地要改变“一刀切”禁止进小区的制

度安排。其次，要大力推广“无接触配送”。有智能

快件箱的小区，为快递小哥提供便利，没有智能快

件箱的小区，则应划定固定区域，用于收投邮件和

快递。此外，外卖和快递小哥也要“打铁先要自身

硬”。进入小区之前，运输车辆进行严格消毒，人员

佩戴防护用品，这不仅是对普通消费者的生命健康

负责，也是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7（吴睿鸫）

打通快递进小区的“肠梗阻”

洛阳市孟津县麻屯镇

不负春天“好时光”
复工复产“加速跑”

□李新安 史景乐

最美四月天，金水河畔景色新。
穿行在麻屯镇洛阳空港产业集聚

区，三杰热电、凯众科技、晶联光电等，
一个个企业星罗棋布;生产车间机器
轰鸣，工人们在生产线上忙碌着。

麻屯镇位于洛阳市北郊、孟津县
西南，属于工业主导型乡镇，也是省定
产业集聚区——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
的所在地。镇域内共有工业企业268
家。已经成为洛阳市各大厂矿企业机
械零部件的“配套加工地”、产业结构
调整“退二进三”的“承接地”和上下游
企业“延链补链”的“聚集地”。2019
年，实现工业产值135亿元，税收入库
和财政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从春天出发，向希望驶去。麻屯
镇坚定信心、逆势而上，打响防疫复
工“双线战役”，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与
企业共克时艰，推动各项“惠企”“助
企”政策措施落地落实，加速推进复
工复产向稳产满产转变，为全面恢复
经济社会发展按下“快进键”，确保高
质量发展“不掉线”。

靠前服务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体温正常，可以进场！”2 月 16
日清晨，位于孟津县麻屯镇的阿新奶
业有限公司，值班员手持体温测量
仪，仔细地给进场工人测量体温。

坚持疫情防控不放松，抢抓发展
不动摇。眼下，在麻屯镇，复工复产
已然成为抗疫“新战场”。

“防疫有力，复工有序！”“两战”
都要赢，关键是要找准主要矛盾，找
到应对之法。洛阳空港产业集聚区
党工委书记、麻屯镇党委书记宁随涛
说，该镇瞄准复工难、用工难、资金难
这“三难”，精准亮招，与企业一道合
力破题，共克时艰。

为了保障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
产，麻屯镇落实强有力的措施，制订
专项工作方案，细化落实企业复工前

的各项举措，成立复工复产工作专
班，对企业实行“零距离上门服务”，
按照“十必须”“八到位”的工作要求，
先后深入辖区 180余家企业，指导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开展暖企、稳企活
动等，当好企业疫情防控的指导员、
落实防控措施的监督员、收集企业问
题建议的联络员，从落实政策、物资
供应、用工等方面帮助企业创造安全
有序的复工条件，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

目前，该镇 171家企业实现了满
员复工复产，与洛阳市重点企业产业
链配套企业复工率达 100%，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98.6%。

精准施策
政企合破“用工难”

“复工集结号”已经吹响，劳动力
的尽早输入是复工复产的关键。

“太好了，这110余名员工到岗上
班，能大大缓解我们公司目前的用工
压力，真是雪中送炭啊！”麻屯镇隆华
节能集团生产部长侯鹤飞感激地说,

“受疫情影响，2月份的生产进度相对
滞后，后期要加班加点赶工期。”

在疫情之下，对于准备复工复产
的企业来说，这是最为迫切的需求。
一时间，招人、返岗，麻屯镇高招频出。

为促进供需对接，麻屯镇采取开
通接送“直通车”、组织企业用工招聘
会、精准选岗专项对接活动等形式，
为企业成功招聘 200 余人。为解决
外地员工的返岗问题，该镇开启全程
保姆式返岗服务，搭建复工人员返孟

“绿色通道”，“一站式”接回外地务工
人员80余名，有效缓解了辖区企业招
工难、复工慢等问题。

“真金白银”
助力企业达产满产

“我们将用这笔贷款购买原料，
加快生产，努力把前段时间停产的损
失补上！”福格森公司董事长李占强
喜上眉梢。该企业获得了1亿元信贷
资金。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企业复
工复产，金融保障不可或缺。

企业稳则经济稳。为助力复工
企业开好局、起好步，尽快实现达产
满产，该镇认真落实孟津县“疫情防
控是头等大事，复工复产是当务之
急，富民强县是永恒主题”的工作要
求，深入企业调查走访，全面了解企
业实际资金需求，积极发挥纽带作
用，架起企业与银行之间的桥梁，搭
建银企合作平台，为企业融资创造条
件，全力保障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达产
满产。

在 3月 13日举办的政银企洽谈
会上，该镇14家企业与银行签订贷款
协议2.7亿元。

“ 当 好‘ 店 小 二 ’、做 好‘ 小 保
安’，让企业进驻放心、发展舒心、成
长顺心，这就是我们的承诺。”洛阳
空港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麻屯
镇镇长谢一冰态度真诚。面对当前
形势，麻屯镇紧紧围绕上级工作部
署，用“疫情不退、力度不减、工作不
松”，做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两手
抓、两手硬”。

战“疫”定有胜时，发展不能停
步。随着一个个企业“火力全开”，麻
屯的红火场景又展现在人们面前。

洛阳市伊滨经开区寇店镇

拧紧防疫弦 蓄满发展势

□李新安 李少红

人勤春早。连日来，天刚蒙蒙
亮，在洛阳市伊滨经开区寇店镇南
部万安山上，200 余人就开始忙碌
着，40余台挖掘机破石垦壤，开挖树
坑……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防疫不松劲，复工加把劲。迈入
“春天里”的寇店镇，在科学有效的疫
情防控之下，处处充盈着春的气息，
一片生机勃勃。

当前，复工复产成为寇店镇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该镇坚决贯彻落实省、
市、区部署要求，紧紧围绕“两手都要
硬，两战都要赢”的目标，以党员联系
户“1+10”工作法为引领，当好“监督
员”“保障员”和“服务员”，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因疫
情短暂摁下“暂停键”的寇店镇正行
走在经济全面复苏的春天里。

“1+10”工作法
疫情防控暖心又实用

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得益于严
防严控的有力实施，寇店镇党委书记
白凯介绍。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是一
次大战，更是一次大考，在疫情暴发
初期，该镇充分发挥“党建共同体”联
防联控的合力，以党员联系户“1+
10”（即每名党员联系 10户群众）工
作法为引领，建立网格化管理模式，
紧紧依靠群众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
治的防控体系，织密织牢疫情防控
网。

仅用两天时间，就把全镇 4万多
名群众家庭基本情况、返乡情况摸得
一清二楚，做到了“镇不漏村、村不漏
户、户不漏人”。

为加强疫情防控舆论引导工作，
该镇通过“古镇寇店”微信公众号、

“古镇播报”大喇叭和小喇叭等渠道，
宣传防疫知识；同时发出“有困难找
党员”“@全体党员当好群众的主心
骨”倡议书……这些积极做法，让寇

店人民感到既暖心又实用。
寇店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做
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为
防疫情、促复工筑牢坚固防线。

党员联企
企业复产“火力开”

防控疫情是“大考”，经济发展更
是必答题。

3月 20日，位于寇店镇刘李村的
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工人们
戴着口罩正在加班加点赶制出口马
来西亚、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
5000 余台文件柜、更衣柜、活动柜
等。

“做好疫情防控是服务企业提速
复工达产的前提，需要把各项工作做
细做扎实，给企业卸下包袱、提供精
细服务。”寇店镇镇长王东伟说。

为打好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主动
仗”，寇店镇严格按照市委提出的“两
不准、三从严、三体系、六到位”防控
要求，认真制订了疫情防控预案，实
行机关党员干部带村联企制度，开展

“一对一”服务，指导企业建立完善的
防控措施，给企业送去浓浓“暖意”，
确保企业安全复工、稳定复产。目前
该镇84家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复工

率达100％。
复工复产，红红火火。这背后，

离不开寇店镇为企业送去的贴心服
务。河南省富溢德实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俊国说：“在党员驻企联络员
指导和帮助下，我们企业复工复产底
气更足。”

夯实“压舱石”
为发展聚力

企业复工脚步忙，该镇重点项目
也在稳步推进。

近日，在位于伊滨经开区寇店镇
的洛阳万安通用机场项目建设工地，
一台摊铺机和数台运输车辆有序运
行，工人们头戴安全帽，戴着口罩正
在进行飞行区道面水泥稳定碎石铺
设和混凝土浇筑，一派繁忙景象。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是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
擎。寇店镇坚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项目复工，‘两条线’都要拉紧绷
住。”寇店镇党委书记白凯说。

为追赶今年经济发展目标，该镇
立足重点项目工人返岗、防疫物资保
障、工程材料购买、交通运输畅通安
全、项目审批等项目复（开）工操作
链，寇店镇拿出干货满满的优惠政
策，确保大项目、好项目早开工、早建
成、早达效。

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伴随着
春天的脚步，目前，寇店镇 2020年确
定的洛阳万安通用机场、万安山野生
动物园景区提升、沙河沟域田园综合
体、万亩高标准农田水利示范区、龙
泉风电场、昊瑞高端装配式建筑材
料、大谷关森林公园、大谷关客家小
镇和五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等重
点工程项目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一大
批群众热切关注的民生重点项目焕
发出勃勃生机。

知“疫”行难，迎难而上！寇店镇
按下经济发展“重启键”，开启项目建
设“加速度”。如今，古镇寇店，正在
春天里迈向新征程……

洛阳港信玻璃技术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生产玻璃深加工设备

位于伊滨经开区寇店镇的洛阳
万安通用机场已露初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