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要闻│042020年 10月 14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胡舒彤 悦连城 美编 王伟宾

采访手记

养牛，养蜂，本来就是白石崖的传

统产业。然而，在以前，光靠这些来维

持生计，是个大难题。难的是，缺乏技

术，养殖业的规模上不去；山路难走，

再好的货品也卖不出去。

思路一转天地宽。有了专家指

导，白石崖村村民以山里人特有的淳

朴，能把牛养好，能把蜂养好，至于产

量 和 销 路 的 问 题 ，通 过 合 作 社 来 解

决。这样一来，收入一下子就上去了。

如今，牛比人多，蜂比人多，成了

白石崖村最亮的名片。扶贫，靠的是

技术、是市场，更是思路。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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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10月 13日
上午，全省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举办，“90后”河
南 援 鄂 护 士 长 邵 青 青 作 首 场 报
告。这标志着由全省 15 名优秀医
护人员组成的大型抗疫先进事迹
报告团正式走向地市，安阳成为第
一站。

“我是一名年轻党员，是一名
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急诊科战士，我
请战，我先上！”邵青青铿锵的誓言
让台下的观众无不动容，红了眼
眶；“因为管理严格，大家都叫我

‘邵三管’，管天管地管空气。”幽默
的语言又让大家破涕而笑。

和邵青青同台演讲的，还有张
文学、仝麟龙、孟霞、郑福增等 4名
援鄂医护人员，他们围绕不同主
题，讲述自己驰援武汉的故事。整
个演讲过程中，掌声不断。

据悉，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发挥
身边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弘扬伟大
的抗疫精神，省卫健委从我省援鄂
医疗队伍中挑选了 15名医护人员，
专门组建了“抗疫先进典型事迹报
告团”进行巡回报告。

今年疫情暴发之初，我省卫健
系统广大医务人员放弃节假日，进
入战时状态，先后派出 15 批 1281
名医务工作者支援湖北。省卫健
委宣传处二级调研员赵圣先说：

“援鄂医护人员们逆行出征，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体现了‘关
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
出来’的大无畏精神，深刻诠释了

‘白衣天使’的初心使命，充分体
现了‘健康卫士’的忠诚担当，树立
了河南卫生健康工作者的良好形
象。”③4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刘春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10
月 13 日，“黄河明珠——龙门石窟
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暨“千年绝
响——龙门书风学术讨论会”在洛
阳龙门石窟举行。

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等参加活动。

作为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洛阳书法艺术源远流长。龙门
石窟自古就有“伊阙碑林”之称，最
具代表性的“龙门二十品”被中外
书法家推崇为“汉晋与隋唐之间的
书苑奇葩”。

近年来，洛阳立足黄河文化、
河洛文化的传承弘扬，深入挖掘河
洛书法文化，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区
域性书法教育规划。

此次书法名家邀请展由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文联、洛阳市政府
主办，共展出国内外名家作品 120
余幅，均是当代书法艺术的精品力
作。今年是龙门石窟入选《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20 周年，在“千年绝
响——龙门书风学术讨论会”上，
与会嘉宾围绕“龙门二十品”书风
成因与审美流变、“龙门二十品”与
北魏“洛阳体”书风等进行对话。

“洛阳是中国书法的主要发源
地，是中国书法最具活力的地区之
一。”与会嘉宾表示，将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在推进书法进校园、挖掘
弘扬河洛书法文化等方面加强与
洛阳的交流合作，把以龙门石窟为
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
出去。③6

龙门石窟国际书法名家邀请展开展

全省抗疫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安阳启幕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每年 10月至次年 3月是流感高发
期，疾控专家提醒，接种流感疫苗可有
效预防流感，减少因患上流感而到医院
就诊的人数，避免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
叠加，减轻疫情防控压力。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出现了流感疫
苗“一针难求”的状况。流感疫苗，咋就
这么紧缺？流感来袭对新冠肺炎会产
生什么影响？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供应量增加一倍，总量
依然不足

10 月 12日早上 8点，记者来到郑
州市金水区总医院，看到预防接种科
门口走廊已排起了长队，随机一问，

无一例外都是来接种流感疫苗的，大
家是看到医院官方微信日前发布了

“流感疫苗到货”的消息才急忙赶过
来的。

眼下，不只在郑州，放眼全省乃至
全国各地，流感疫苗都很紧缺。“往年对
于预防流感大家还不是很在意，接种疫
苗人数少，企业生产量也比较小，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老百姓对接种
疫苗都很积极。”河南省疾控中心免疫
规划所所长张延炀介绍，今年我省流感
疫苗的供应量比去年增加了至少一倍，
但因为接种需求量大，疫苗总量依然不
足，供不应求。

上市流程漫长，尽量保障需求

正常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会在每

年2月或3月公布当年的流感疫苗推荐
毒株。公布后，各生产厂家才开始着手
生产疫苗。

“从培养、灭活、裂解、提纯等步骤
走完一遍，差不多要4到5个月，之后还
有注册、送检、申请批签发等诸多步
骤。批准上市之后，各地还有层层遴
选、公示、采购、配送等大量工作要做。”
业内专家说。

目前，金水区总医院已出台紧急调
用措施，尽量保障居民的接种需求。对
于现场确实接种不上流感疫苗的居民，
医院会做好登记，后期按照预约，主动
为居民分批次接种。

“往年流感疫苗我们都要打一个多
月，所以整个 10月份都是可以预约接
种的。”该院预防接种科负责人表示，

“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建议市民

不必每天都来医院扎堆聚集。”

重点人群要接种，日常
防护莫放松

流感普遍易感，建议老人、儿童等
抵抗力低下的人群，还有医务人员、社
会公共服务从业人员等人群要及时接
种流感疫苗。“我们一般建议在正常健
康状况下来接种疫苗，这样产生抗体水
平会比较好。6个月到 3岁的宝宝，可
以打儿童的流感疫苗，如果孩子还没有
6个月，那就建议家长打疫苗，形成家
庭屏障。”专家说。

同时，戴口罩、勤洗手、不扎堆聚
集、保持社交距离等日常防护时刻不能
放松，通过自己的生活习惯，也能起到
很好的预防传染病作用。③4

医院排长队接种 多处“一针难求”

流感疫苗咋就这么紧缺？

白石崖村的新名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访贤

“哞哞……”“叮当叮当……”牛
群在主人挥动的牛鞭下，出了村口，
向山谷深处走去。

初 秋 的 清 晨 ，在 阵 阵 清 脆 的
铜铃声中，地处豫西深山，距离三
门峡市陕州区县城约 75 公里的小
村——白石崖，被唤醒了。

40岁的“放牛娃”

牛群的主人名叫刘秀荣，今年
40岁有余，单身汉子，十几岁就成了
放牛娃。从前，刘秀荣只养四五头
牛，不敢养多——没技术，也没钱，
2016年他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

白石崖村驻村第一书记员博说，
村里养的虽都是肉牛，但以前村民不
懂育肥方法，牛太瘦，卖不上价。

2019年年初，员博与村“两委”
成员筹措资金，建牛舍，实施“人畜
分离”工程；请专家为村民讲授养殖
技术。

2019年 3月，20多间崭新的牛
舍建成。在专家的建议下，村里 17

户贫困户家养的牛“住”进牛舍，集
中管理，合理投喂，繁殖以及育肥效
果显著提升。

在专家技术指导下，刘秀荣扩
大养殖规模，多养了几头大牛。根
据陕州区项目资金补助办法，一头
大牛奖补 4000 元，一头牛犊奖补
2000元，刘秀荣还获得了一笔养殖
补贴。

今年2月，刘秀荣养的大牛生了
小牛犊，大牛、小牛加一起达到 20
头。刘秀荣准备近段时间卖两三头
牛，能收入两三万元。

2019年 3月，通过危房改造，刘
秀荣家屋里屋外、院里院外都翻修
了一遍。陕州区一学校组织的观摩
团，来村里参观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工作以及人居环境改善情况，刘秀
荣家新翻修的院子成了观摩团的观
摩点。

75岁老汉养蜜蜂脱了贫

白石崖村所在的店子乡，是林
业大乡，森林覆盖率在85%以上，在
畜牧养殖和中蜂养殖方面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今年 75岁王治发，膝下只有一
子，两人相依为命。儿子幼年时落
下二级残疾。2016年，王治发家被
评定为贫困户。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白石崖村
变被动为主动，因地制宜发展中蜂
养殖。不甘落后的王治发也养起了
蜜蜂，10箱，20箱，40箱，一年比一
年多。

“王治发家的蜂蜜，由合作社收
购，去年卖了近 1.9 万元。”员博介
绍，王治发就是靠养蜂脱了贫。

脱 贫 攻 坚 ，发 展 是 唯 一 的 出
路。2018 年 11 月 16 日，白石崖村
铭柏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成立，打
造以“基地+专业合作社+电商+农
户”的产业模式，将原生态农副产
品、高品质中蜂蜜等“金疙瘩”加工
包装出售。经过调研、摸索、实践，
以“白石崖”为品牌的中蜂蜜、五谷
杂粮等产品顺利通过质检，进入市
场，并通过电商、线下博览会等渠道
销往各地。

不到两年时间，铭柏农民专业合
作社就吸纳了周边村民112户，中蜂
养殖户占90%。仅今年上半年，该合
作社就与陕州区多家社会福利单位、
驻马店的一些商户企业等签订了近
50万元农副产品购销合同。

今年，王治发和儿子在屋前院
后养了 40多箱蜜蜂，春夏两季盛花
期，他们每天都围着这些蜜蜂忙碌
着。③5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白石崖村地处三门峡市陕州区
店子乡北部，辖4个村民组，9个自然
村，131户401人，面积22平方公里，
人均林地 86亩，人均耕地 1.3亩。
全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121
人，现有未脱贫3户7人（兜底户）。

目前，全村养殖肉牛 800 余
头，户均增收 6000 余元；全村今
年共养殖中蜂 750 余箱，预计户
均增收 1 万余元。另外，村里还
建有 100平方米的农副产品加工
车间，300 平方米的农副（特）产
品集散基地，为带领村民共同发
展，共同富裕创造条件。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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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双节”期间，各级各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
部署，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
查、暗查暗访等工作，截至 10 月 8 日
24时，全省未接报重特大安全生产事
故、自然灾害类事故，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

假日期间，各级党政领导持续开展
调研指导、督导检查和明察暗访，有力
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省委、省政府
领导亲临一线检查假日安全工作。省
委、省政府及省安委会领导不间断调度
指导各地各相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开
展，针对假日不同阶段提出针对性措
施，并就持续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提出要
求。省应急管理厅（省安委办）每天视
频调度各地各相关部门工作开展情况，

及时传达省委、省政府、应急管理部的
工作要求，对假日期间安全防范工作进
行再安排再部署，向省委、省政府、应急
管理部共报送各类值班信息 216 条。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均在“双节”期间带队开展督导检查
和明察暗访。

假日期间，省安委会 18个暗查暗
访工作组，采取“四不两直”、联合检查
等多种方式，深入基层一线，对道路交
通运输、旅游、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
所、危险化学品、矿山、特种设备等重点
行业领域进行暗查暗访，对各地各部门
领导带班、值班值守等情况进行抽查检
查。“双节”期间，18个暗查暗访组共检
查单位（企业）293家，发现隐患983项，
现场整改 153项，交办隐患 830项，立
案查处单位1家。各省辖市、济源示范

区共组织暗查暗访检查组771个，出动
检查人员 2191人，检查企业 2130家，
发现隐患2992项，整改1701项。

各省辖市（含济源示范区）党委政
府加强统筹协调，抓住突出问题和薄弱
环节强化督促检查、暗查暗访。各省辖
市共组织暗查暗访检查组771个，出动
检查人员 2191人，检查企业 2130家，
发现隐患2992个，整改1701个。

省安委会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安
全生产工作，重点行业领域监管部门
由厅级干部带队，机关干部和行业专
家组成暗查暗访组，采取“四不两直”
的方式，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持续开
展暗查暗访。

全省应急管理系统全员取消休
假，各级参与值班值守 7219 人，严格
落实领导三级带班和值班员 24 小时

在岗值班制度，省级层面预置了8支专
业应急救援队伍、387 名救援人员 24
小时值班值守，各省辖市预置 1~2支
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时刻保持应急状
态，确保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能够及时
有效处置。10月 1日至8日，全省应急
管理系统共组织暗查暗访检查组5742
个，出动检查人员 17732人，检查企业
15531 家，发现隐患 15321 个，整改
12385个，责令停产停业企业70家，行
政处罚4家，限期整改42家。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三个煤矿
安全生产督导组，对河南能源化工集
团、平煤神马集团、郑煤集团、神火集
团等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了督导检
查，共检查矿井15对，发现问题47条。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
18103人次，警车3235辆次，启动交警

执法站 133个、设置临时执勤点 1185
处，查处农村面包车超员载客 184起，
查处货车非法载人 53 起，查处酒驾
243起(其中醉驾 48起)。在各类媒体
发布信息 372 条，发送两微一抖信息
498条，发布宣传提示信息57万余条。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以燃气、自来
水等市政运营场站、地下有限空间作
业、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等涉及人民群
众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和重点场所为
重点开展暗查暗访。共暗查暗访了23
个县市的96家单位（企业、在建工程项
目或用户），发现隐患311条。

省交通运输厅安委会成立 3个暗
查暗访组，暗访检查营运车辆行车安
全、客运站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动态监

控责任落实等情况，发现 106 项问题
隐患，50台“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
不合格。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每
天通过音视频会商系统，指导各高速
公路管理单位会同公安交警及时处置
各类事故和突发事件 537 起，报送交
通阻断信息259条。

省文化和旅游厅成立 10 个专项
调研组分赴各地调研指导。全省共出
动执法人员 28234 人次，检查文化和
旅游经营单位 14111 家次，其中检查
旅行社及其分支机构 2329家次、旅游
团队 388 个、旅游景区 1300 家次、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7497家次、娱
乐场所 2454家次、演出经营场所 143
家次。 （谭勇）

河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行时

国庆中秋“双节”假期河南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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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潘波 宋晴

“抖音作为当下流行的短视频
平台，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利用上
次培训学到的制作技巧，我家的红
薯卖得不错！”这是前不久参加过开
封市农村普通党员示范培训班的一
名学员，10 月 11 日发的一条朋友
圈。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员教
育工作，开封市委组织部创新方式
方法，探索在党员培训中加入抖音
使用技巧，掌握视频的选题、制作、
推广等方法，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
式，为基层党建插上“互联网+”的翅
膀。

受疫情影响，今年许多农产品
线下销路受阻，但电商平台销量较
往年大幅增加。针对这一情况，开
封市把培训与培养村（社区）“两委”
后备干部队伍相结合，结合抖音直

播带货异常火爆情况，分两期对全
市 35 岁以下、接受新事物较快的
201 名农村（社区）党员开设培训
班，将教育培训内容与党员需求精
准对接，特邀专业老师围绕抖音直
播推送机制、制作流程、变现模式以
及如何直播带货等，为年轻党员们
送上一场“直播知识大餐”。

课堂上学习理论，课下组织学
员建立微信群，相互关注抖音号，
进行“线上+线下”分组讨论、交流
发言、相互探讨，带动了不同地域
普通党员之间的经验办法交流、致
富产业交流。

“抖音示范培训内容新颖实用，
开阔眼界，为如何利用新媒体搞好
家乡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尉氏县学
员孙彦辉说，“俺家办的厂专门生产
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家用庭院灯，有
需要的同学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
来我直播间观看直播，一定给大家
优惠大大的。”③9

“玩转抖音”抓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