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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商丘篇商丘篇

民权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

岁末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突袭大江南北。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场，民权县从县城到乡

村，从小区到农户，从奋战一线

的医生护士、警务人员、党员干

部到广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

守望相助。一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全面展开，民权举全县之力，

谱写出了一曲曲风雨同舟、联

防联控、抗击疫情的时代赞歌！

铺布、裁剪、缝纫、包装……3月 10日，在民
权县褚庙乡柘桑村扶贫车间里，恒嘉时装公司
的 50多名员工戴着口罩，正在生产线上赶制服
装，缝纫机发出的“哒哒哒”声音在车间里此起
彼伏，不断回荡。

“年前公司接到郑州的订单，根据合同规定
今年3月底就要交货，现在正马不停蹄地赶制。”
该公司负责人说，为做好当前疫情防控，车间建
立了每日员工体温检测、生产办公场所消毒制
度，储备了充足的口罩、消毒液等物资，全力筑
牢了防疫安全屏障。“政府对我们复工复产非常
重视，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我们细化措施，得把
耽误的活儿及时补回来。”

防疫不松劲复产加把劲。企业有序复工，
扶贫车间加班加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如
期举行，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双创园等在建
基础设施项目有条不紊、有序施工……近期以
来，该县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科学制
定防疫措施，统筹抓好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一手
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坚持两手抓、两不误。“要
加快重点产业和项目的复工复产，发挥龙头企
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切
实增强企业复工复产的信心。”民权县委副书
记、县长张团结如是说。

民权县高新区管委会按照网格化管理，指
派网格员、网格长指导企业完成防疫物资储备、
生产原料筹集、员工来源登记、防疫预案制订等
前期准备工作，并邀请防控专家为复产员工进
行岗前培训。目前，高新区 128家规模以上企
业全部复工并进入正常生产状态，

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县域外企业复工复
产，促进稳定就业，民权县还成立了工作专班，
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联系，收集
发布各地复工时间、返岗要求等信息，引导农民
工有序安排行程。对返岗复工相对集中的乡
（镇）街道办，采取“点对点”输出地包车输送、输
入地或企业接运等方式，集中组织农民工返岗
复工，实现“出门进车门、下车进厂门”，帮助务
工人员安全返岗、平安就业，降低疫情传播风
险。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县内外返岗复工人数
19万人，已先后为浙江、江苏等地企业“点对点”
组织输送返岗人员 80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劳动力763人。

“莫道春光难揽取，浮云过后艳阳天。”黄河
故道旁，清波扬起、繁花绽放；党建文化广场里，
孩童嬉戏、草木勃发；高新区企业车间内，开足
马力、机器轰鸣……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民权，
这座豫东小城的生活画卷正在重新展开。

1月底，疫情当前，民权县委、县政府深知，
时间之中有机会，机会之中却没有多少时间。

1月 21日，民权县召开全县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进行全面动员部署；1月 23日，停办
庙会等春节期间民俗活动，关停网吧等人员密
集场所；1月 24日，成立民权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全县 19个乡镇（街道）
的指挥部……民权县委、县政府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较量，第一时间部署,落实中央、省、市
决策，以最大的决心、最严的举措、最大的努
力，团结带领全县人民奋力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县领导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全县
上下各司其职、高效配合，迅速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网格，形成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体系。

“疫情防控工作是事关群众生命和
健康的大事，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四早’和

‘四个不漏’要求，科学有效抓好各项工
作。要充分发挥全县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打
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商丘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民权县委书记姬脉常说。

“去过外地没有？接触过武汉回来的人没
有？”1月 27日，在连霍高速民权花园乡出站
口处，该乡党委副书记康耀冬和乡干部仔细询
问返乡人员的名字、务工或居住地、是否发热、
联系电话，并做好详细登记。

为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连日来，
花园乡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在全乡17个
行政村、高速出站口设置监测点，24小时对
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核查，不漏一车、不
漏一人，实行疫情检测排查日报告，切实
扎紧疫情流入关口。

疫情来袭，遏制扩散是当务之
急。全县从一家一户的防护做起，
从细致入微的发现做起，筑牢基
层防护的“防火墙”。

完善防控责任体系，将脱贫
攻坚战工作责任体系整体转成疫
情防控阻击战责任体系，实行县领
导包乡、乡领导包村、村干部包户。

实施日调度会议机制，推行一线遍
访，对各乡（镇）街道和重点卡点进行暗访
检查指导。

隔离观察重点人群，建立武汉、湖北返乡
人员管理台账，明确乡村专人对返乡人员进行
管控隔离。

构筑医疗救护严密防线，全县医疗机构设
立25个发热门诊、预检分诊和留观室，成立医
疗救治专家组、防控专家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1月 29日一早，在民权县林七乡
政府大院内，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声响起，
全体党员干部庄严举起右手，面对鲜红的党
旗重温入党誓词，决心发扬不畏艰险、无私
奉献的精神，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坚定站在
疫情防控第一线。

宣誓活动结束后，该乡 56岁的老党员
刘超和众多党员干部一道，迅速进
村入户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排查工
作。刘超坚定地说：“关键时刻
共产党员不冲上去怎么行！咱
就得站在前头给群众做表
率，挺身而出、挑起担子和
疫情作斗争！”

为了服务疫情防控
工作，民权县孙六镇女
干部卢倩将自己原定于

正月初六的婚礼推迟。
“小家服从大家，我是共产
党员，急事难事面前，只要工

作有需要，就得冲到一线！”
滴水可见太阳。“我是党员，

我先上”“我是疾控人员，必须坚

守岗位”。该县在高速、铁路、国省道及各
行政村建立卡点 578 个，全部成立临时党
支部，所有卡点悬挂党旗，党员佩戴党徽亮
明身份带头上岗，党旗在防疫一线高高飘
扬。

疫情当前，在党徽的熠熠光辉下，坚守
是“主心骨”应有的姿态，也是党员给予群众
最有力的回答。

民警焦传文是民权县看守所的一名普
通民警，当他得知所长正在挑选春节假期的
门岗值守之人后，立即主动请缨。他说：“我
家在周口，过节也不回去了，我来值守，免得
大家换来换去。”

自1月23日起，焦传文就一直在看守所
大门口值班。“坚决将疫情阻止在监墙之外、
坚决防止疫情在监所传播扩散”“监所疫情
防控标准高于社会面标准”——焦传文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连续值守门岗20天，不
幸于 2月 13日早上突发疾病，以身殉职，年
仅46岁。

说起焦传文，同事们这样评价：“每当有
紧急任务时，他总是冲在前，挑重担。”不仅
是在疫情期间，在数十年如一日的琐碎工作
中，焦传文也用最平凡的坚守诠释了一个党
员的责任和使命。

2月 1日，中沃门业民权生产基地的第
一批防火门发车起运，当晚6时许准时运抵

位于郑州航空港的河南版“小汤山”建
设工地。

中沃门业创始人闫鹏洋说，接
到中建七局订单后，公司发扬军
旅企业反应神速的作风，在分
厂群内发布倡议书，召集符
合条件的员工积极参与援
建项目。

提前复工，加班加
点，从接到订单到产品到

货，中沃门业仅仅用了 72
小时。

无独有偶。2 月 2 日晚，
民权域内的河南省利盈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疗废弃
物处理机械也将出厂，运往武汉“雷

神山”。
为了确保他们的产品能如期运抵武

汉，利盈环保公司从大年初一就复工生产，
这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专业生产医疗垃圾
处理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两台由该公司支援湖北的移动

式医疗废物处理设备，也于 2月 26日随河
南省支援湖北（孝感）医废处置工作队挥师
南下，有力助力了当地医疗废物及时、有
序、高效无害化处置。

马克思说：“我们知道个人是微弱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整体就是力量。”疫情期
间，民权县党员突击队、现役军人志愿服
务队齐上阵；父子兵、夫妻岗、兄弟组肩并
肩；卢倩、王德恩等模范人物做表率。民
权县千千万万志愿者在疫情的惊涛骇浪
袭来时，用自己的个体“微力量”凝聚成了
平波镇浪的巨大能量。据不完全统计，各
乡镇、各单位共发动返乡大学生、党员群
众、志愿者 2746 人和 901 支义务宣传队；
累计收到全县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赠
300余万元。

疫情防控，舆论先行。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以来，民权县新闻宣传战线工作人
员变身“战地记者”，深入疫情一线，报道最
新动态，先后在新华社、《光明日报》《河南
日报》等媒体推送稿件400余篇。通过全方
位、立体化、全覆盖的大宣传、大动员，为全
县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
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1 筑牢基层防护的
“防火墙”

当好勇挑重担的“主心骨”2

凝聚心手相牵的“微力量”3

做好助力复工的
“贴心人”4

▲ 3 月 2
日，在民权县褚
庙乡利河村的
蔬菜大棚里，菜
农正在忙碌收
获新鲜蔬菜

王立志 摄

◀2 月 16
日，民权县高
新区一家复工
企业的员工在
认真作业

闫鹏亮 摄

让党旗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飘扬 冯志昂 摄

▲首批民权籍农民工
乘坐高铁赴浙江金华复
工 耿祥舒 摄

▶河南嘉祥袋
业复工后一派繁忙
景象 薛皓 摄

▶ 3 月 12 日，位于
民权县产业集聚区的宏马
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服装生产线，工人正在加
班加点生产 王祥 摄

▲河南省利盈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驰援
湖北的大型可移动式
微波消毒设备，可随
时随地高效快捷
提供无害化技术
处置 薛皓 摄

民权大学生志愿者在疫情防控检测点为
过往群众测量体温、做信息登记 刘淑梅 摄

中沃门业民权生产基地的车间生产红红火火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