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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地方巡礼

洛阳篇

汝阳县城鸟瞰图

“三严一稳”织牢疫情防控线

汝阳县王坪乡两河村位于南部深山区，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时，这里紧急设立了疫情检查
卡点。

一顶帐篷、一张桌子、几把凳子、一捆柴
火、临时伙房，还有一面党员突击队的旗帜高
高飘扬。

“每天10个人值班，24小时无缝对接，值班
人员吃住在这，一刻不敢大意。”回忆起前不久
卡点值班经历，村支书孙成聚仍很激动。

一声号令，一份责任，疫情防控关键时期，
正是这一个个奋战在“疫”线的人员，为保障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起了坚固防线。

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大
考。汝阳县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总指
挥，县长任第一副总指挥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在

“一办六组”的基础上，增设“三个专班”，严格按
照“外控源头防输入、内断传播防蔓延”要求，健
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
常态化防控机制，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统一领导。

该县还建立指挥部日调度机制，每晚召开
视频会议，研究各领域工作进展情况，精准研
判形势，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
问题。

广泛动员各级群团组织和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群防群控，持续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全面增强
公众疫情防控意识。成立由130名党员带头的
第一批254名志愿者的队伍，充实到县城9个社
区辅助开展卡口执勤、清洁消杀、排查车辆、知
识宣传等工作。成立由 25名专家组成的医疗
专家组，对县、乡、村医务人员进行全方位培训，
制订完善应急预案，规范接诊处置流程，为应对
疫情做好充分准备。

为构筑严密疫情防控线，汝阳县实行疫
情防控网格化和责任制管理体系，组织县、
乡、村三级人员，全覆盖、地毯式开展摸排监
测，重点做到严排查、严管控、严值守、稳大局
的“三严一稳”，对外来返岗人员逐批逐人制
订方案，加强返岗人员情况摸排和健康登记
跟踪管理，不断强化医疗防护物资和生活物
资供应保障，确保群众生活和城市正常有序
运转。

心系一线 疫情当前显担当

关键时刻见责任,疫情当前显担当。
请战书写满忠诚！汝阳县中医院 6
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在疫情最
凶险时逆行挺进武汉，在方舱医院
里与病毒展开生死较量。从 2
月 9日出征至 3月 19日凯旋，
汝阳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
抗“疫”一线，昼夜奋战40天，
圆满完成支援任务。

你帮我脱贫，我助你战
“疫”。汝阳县三屯镇庙湾村的
农民兄弟通过重重关卡，跨越

700多公里，将红薯4000斤、大葱
2000 斤、粉条 8000 斤、新鲜香菇

2200斤、干香菇 1000斤、鸡蛋 240箱、
杜仲羊肉100箱，还有白菜、萝卜、挂面等价

值 20余万元的农特产品专程送给中国石化湖
北石油公司。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河南舒尔康艾制品有限
公司加班加点，通过洛阳市艾草协会，给武汉防疫
一线捐献艾条，用于消毒灭菌。

疫情来袭，无数医护人员、公安干警奋力
坚守，筑起最坚强有力的“防火墙”。

在农村、社区，大街小巷，515 个卡点，
5000余名党员，24小时轮班值守。十八盘乡
蒿坪村党员谭玉臣、城关镇党员姬盛超发挥特
长，义务为群众熬制中草药；泰山村党员王延
彬，村委会主任兼村医，疫情防控人手不够，请
回60多岁懂医术的老父亲前来支援；红军村老
党员暴东海，是贫困户，年龄大、多病缠身，跑
几里山路，为卡点送来200元钱和3箱方便面，
说“我受党恩太多，不能出力，也要尽心”。

不能到一线坚守，捐款捐物也要尽份心。
在汝阳防控一线，党员领导干部冲锋在前，身
后无数的普通群众，也在用朴实的表达方式，
关爱一线、支援一线。点点爱心如同阳光，透
过疫情阴霾，照亮龙乡、温暖人心、给予力量。

统筹兼顾 复工复产

这几天，家住蔡店乡蔡店村的马俊刚心情
很是欢喜。疫情缓解后，在浙江宁波工作了 9
年的他到中电建（洛阳）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
公司的应聘通过了。开车到公司产业园区就
15分钟的路程，每天下班后都可以和家人幸福
地在一起，收入不比原来在外打工差，这让在
外漂泊多年的马俊刚心里踏实了许多。

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是汝阳产业
集聚区的产业定位。近年来，汝阳集聚了中
电建（洛阳）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洛阳
盛鸿金诺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关联产业，国
家级绿色建材产业暨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初
具规模。

今年以来，汝阳县照“一手牵两头”的要
求，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推
动重点项目尽快复工复产，协调解决企业复工
复产中存在问题，多措并举，从企业急需解决
的问题入手，解决企业面临的用工紧张、物料
短缺、水电供应、疫情防控等难题，全面提高复
工率，不断提升企业信心，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冲击和影响，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3月 7日，汝阳县国家储备林基地建设项
目(一期)等汝阳县 2020年第一季度 74个重大
项目实现集中开工，总投资259.6亿元，掀起全
县上下全面聚焦项目、全力攻坚项目、全心服
务项目新热潮。

3月20日，经过四年多艰苦奋战，国务院确定
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有着“千里
淮河第一坝”之称的前坪水库工程正式下闸蓄
水。这是洛阳市境内继陆浑水库、故县水库、小浪
底水库、西霞院水库之后的第5座大型水库。

3月 25日，经过上级部门审批后，西泰山
风景区正式开园。

…………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精准施策，落实落

细各项防控措施，全力加快企业复工复产，努
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推动全县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汝阳县县长赵振峰
说。

□李宗宽 吴会菊

4月 7日，汝阳县十八盘乡登山村，“登山精神永放光芒”八个大字在梯田

上熠熠生辉。小广场上，各种绿化树木已全部栽植到位，工人们正抓紧时间

进行小木屋建设收尾工作。

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县，汝阳位于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区秦巴山片区。前不

久，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汝阳等14个贫困县正式脱贫摘

帽。

“连日来，我们立足洛阳南部生态涵养区定位，紧紧抓住洛阳副中心城市

建设重大历史机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全力推进重点工程和

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努力实现全县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汝阳

县委书记潘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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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孟津县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

坚持“以防控为前提、以平稳为基石、以发展求长远”的工作基调，牢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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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政

治领导力、组织动员力、治理管控力、统筹协调力、宣传引导力，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

□董洁

疫情当前 党旗飘扬在一线

“一声令下、雷厉风行，一马当先、示范带
动，一严到底、严防死守，一鼓作气、毫不懈怠，
一丝不苟、耐心细致，一直坚守、担当尽责。全
域防护、全力出击，动员全县人民群众勠力同
心、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县
委主要负责人掷地有声。

截至目前，该县保持“零确诊”“零疑似”的
防控局面，规模以上企业及其配套企业实现应
复尽复、有序达产达效，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开
展，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打下了坚实基础。

面对突发疫情，该县第一时间迅速响应，
果断取消全县干部春节假期，全面部署建立
县、镇、村（社区）层层防护网，机关事业单位党
员干部到 234个社区（村）报到，临时成立党组
织 80个，村级共设置 642个卡点，卡点值班人
员 3607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 309个，
鲜红的党旗飘扬在758平方公里孟津大地。

全县防疫工作谋划早、落实细、动作快，
“严”字当头，“实”字为要，“五包一”+“邻里守
望”+“心理疏导”机制，做到无死角、全覆盖，全
力守住了洛阳“北大门”。

春耕不误 生产生活有保障

粮丰农稳，盛世和安。清明前后，孟津大
地上，麦苗地追肥、山药地起垄、花椒树拉枝、
桃树花授粉、大棚里育苗……一派欣欣向荣的
繁忙景象。该县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全面打好农业复产战。该县农资企业储备化
肥2030多吨、农药57吨、各类蔬菜种子1万余
袋，保障春耕生产的需要；县内2万亩设施蔬菜
中，4400多亩已上市，日供应量可达 32.4 吨，
群众“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

生产生活有保障，生活质量不下降。疫情
发生以来，孟津县全面落实“米袋子”“菜篮子”
责任制，扎实保障电油气供应，27家商超应急
工作群建立健全蔬菜、果品、粮油、肉、蛋等日
常生活必需品应急投放机制，组织大型商超探
索线上销售、线下无接触配送模式，开展免费
送货到小区等活动，确保群众生活无忧。

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如何？对他们要格外关
注。疫情期间，孟津县镇村干部为3560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送去米、面、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协调
269家农企农户的农畜产品找到销路，确保贫困

户生活有保障、脱贫有决心、小康有信心。

复工复产 富民增收助振兴

疫情防控丝毫不松，复工复产马不停蹄。
该县优先保障市重点企业、外贸企业复工达产，
在开展“专员驻点+专班指导+专项服务+专业
防控”专项服务行动的同时，全力解决务工人员
返岗难、交通物流不畅通、防疫物资缺口大、产
业链上下游不配套、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等问题，
特别是扎实推进“服务上门”“进厂选岗”“送岗
到村”“就业扶贫”等活动，让务工人员就近择
业，贫困户秒变“上班族”。

由于疫情期间消费需求被放大，“宅经济”
与“云生活”火了，该县“云赏花”、农副产品直
播带货、产品在线消费等因短期内需求暴增还
实现了逆势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做起了“主
播”“代言人”。

脱贫攻坚收官年，乡村振兴正当时。作为
河南省乡村振兴示范县，近年来，孟津县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农旅文旅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四条高效观
光农业产业带，切实加快“多彩长廊”国家级田
园综合体、省级精品果蔬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建
设，努力让乡村经济更强；聚焦美丽乡村建设，
按照“村里村外，不见垃圾；房前屋后，见缝插
绿；厕所污水，一并治理；清洁家园，人人出力”
的要求，持续开展垃圾清零、厕所革命、一村万
树、治违清乱等工作，着力让孟津乡村更美。

孟津县委主要负责人说，2019年，孟津县
剩余的15个贫困村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到
了 0.13%。今年是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虽然
疫情对经济造成影响，但孟津实现全面小康的
目标不会变！眼下，全县正聚焦聚力乡村振
兴，以扎实的业绩，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打造
乡村振兴河南样板贡献更多的孟津经验。

生态为先 沿黄发展劲头足

作为沿黄生态廊道示范工程的核心段，如
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增绿添彩，孟津县下足
了功夫。

该县坚持打好“文化牌”，积极融入黄河文
化带建设，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推
动唐三彩烧制、牡丹画创作、剪纸技艺等文化产
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进一步擦亮
孟津文化品牌；推进“全域游”，加快三彩小镇、
卫坡古民居、班超纪念馆等建设，发展特色民
宿、乡村创客基地等，让孟津成为更多人的“诗
和远方”；唱响“四季歌”，推出时令性强的旅游
线路和旅游产品，让游客一年四季都能畅享河
洛风光和厚重文化。

2020年以来，孟津县按照“政府主导、群众
参与、突出重点、示范带动”的原则，着
重打造沿黄 230公里生态廊道提
升工程、50个村庄绿化工程、2
万亩经济林种植项目、82座
古墓冢周边绿化提升项目
等“五大绿化工程”。按照

“一廊一园三组团”的空
间布局，在沿黄区域的黄
河湿地清退区和小浪底
库区周边规划高标准沿黄
生 态 景 观 防 护 林 7000
亩。此外，沿黄生态廊道孟
津示范段项目还将规划建设
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湿地恢复区
公园”。

春季植树黄金季，孟津县完成造林绿化
2.78 万亩，栽植各类苗木 205.7 万株，生态资
本和绿色财富的不断积累，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支撑。

孟津黄河湿地，水清岸绿鸟归来 张继宏 摄

游客在十里香草莓基地采摘草莓 郑占波 摄

河南金彭车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焊接三
轮车车厢 郑占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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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阳 金 世 纪
车轮有限公司工
人正在生产车轮
钢圈 郑占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