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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精准施策 把牢疫情防控主动权

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脱贫攻坚答卷

□本报记者 何可

1月 20日上午，郑州市设在惠济区、中牟县的两个进口冷链
食品集中监管仓正式开仓运行，凡进入郑州市域的进口冷藏冷
冻肉品和水产品，在储存、加工、销售前必须进入集中监管仓进
行集中检测、集中消杀、集中存储、集中赋码。两个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仓，成为省会郑州“外防输入”的又一道坚固防线。

20日上午10点，郑州市惠济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院
内，一台沪F牌照的冷藏卡车缓缓停在了3号卸货口。身着白色
防护服、戴着N95口罩和护目镜的工作人员打开车门，车柜中摞
满印着葡萄牙语的包装箱，箱里的冷冻牛胸肉来自巴西。

散发着寒气的纸箱，被放上铝合金消杀机的传送带。透过
塑料帘记者看到，消杀箱内 8个喷头喷出雾状消毒液，均匀布
满纸箱。一旁身着蓝色工装的检测人员，对该批次进口冷链食
品的外包装、内包装、食品本身、车辆内壁共采集了21份样本，
送往监管区东北角的郑州人民医院移动PCR方舱实验室进行
核酸检测。

消毒后的货厢被叉车运往库房后部，静置 30分钟后由专
人覆膜、码垛。据了解，该集中监管仓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
贮存面积约1.27万平方米，可贮存2.5万吨的冷链食品。

郑州市惠济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工作专班副组长张
浩说，进口冷藏冷冻肉品和水产品按规定进行消杀和核酸抽样
检测，取得预防性消毒证明、核酸检测证明、郑州市进口冷链食
品集中监管仓出库证明，并赋追溯系统食品安全追溯码后方能
出仓。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按照监管仓制定的应急预案执行。

“这批冻品从1100多公里外的上海洋山港发货，路上走了
将近24小时。”卡车司机薛正标略显疲惫，登记了身份信息后，
仰头接受了鼻咽拭子采样。

郑州人民医院医师张凯、敬丽负责对司机进行核酸检测，
他们对已经到来的挑战有心理准备。“郑州市每月进口冷链食
品 6万余吨，惠济区是主要集散地，每天进入监管仓的卡车数
以百计，采样检测任务必定繁重。”张凯说，医院已向监管仓派
驻了一支21人的专业检测队伍。

“运输进口冷链食品的车辆需提前 24小时预约，通过‘郑
冷链’或‘豫冷链’追溯系统进行报备，到达仓库后，先对车辆信
息、货物信息进行核验，信息无误后，工作人员对车体进行全面
消毒，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张浩说。

当天上午，惠济区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共对100多吨
进口冷链食品进行了外包装消毒和核酸检测。河南中原四季
水产物流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新航告诉记者，为保障监管
仓持续高速运行，确保车辆不迟滞、货物不堆积，公司将不断完
善和规范入仓、卸货、消杀、检测、赋码、出仓等各环节工作，“冷
链食品出入库耗时可控制在8小时左右。”

“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已经成为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环
节，我们要把落实监管仓制度作为外防输入的关键抓手，坚决守
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郑州市委副书记周富强说。③6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刘玲

新年伊始，河南晟盾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就迎来了“开门红”，接到了新
订单。“今年甩开膀子加油干，争取产
值再翻番。”1月 19日，该公司负责人
刘朝勇信心满满地说。

作为小微企业，河南晟盾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也曾遇到“成长的烦恼”。

“我们主要为智慧城市提供解决方案，
最大的资产就是人脑与电脑。”刘朝勇
说，行业有前景，公司希望借助金融手
段强壮筋骨赢得先机。

“懂科技的不懂金融，懂金融的
不懂科技，起初接触了几家金融机
构，都没了下文。”刘朝勇说，2020 年
夏季，公司接到一个大项目，急着筹
钱，一次偶然机会，郑州银行主动与
公司取得联系，送来了“科技贷”产
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通过调
查、办理、线上授信，一周时间 200万
元贷款就打到了公司账户。当年年

底，公司又顺利获得 300 万元贷款。
“贷款利率本来就不高，政府还有补
贴。”刘朝勇说。

小微企业体量小、抗风险能力
弱，“融资难”并不是新鲜事。“用传统
方式服务小微企业，成本高、风险大，
注定没出路。”郑州银行小企业金融
服务中心总经理袁锟介绍，随着大数
据时代的到来，该行充分挖掘数据价
值，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开设了支持
小微企业的“信贷工厂”，成立了河南
省唯一的分行级小微专营机构郑州
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建立了
123 人的小微金融服务专家团队，打
出了一套服务小微企业的“组合拳”。

“E 税融”上线，小微企业凭企业纳税
记录即可通过线上申请获得贷款额
度；“E 采贷”利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
上的政府采购信息，面向中标企业发
放经营性贷款……

据介绍，“信贷工厂”模式是指郑
州银行在对小微企业开展授信业务
时，设计标准化产品，对不同产品的信
贷作业过程就好像工厂的“流水线”，
有效识别风险，服务能力有效提升，运
作成本有效降低。截至 2020年 12月
末，该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已超过
1000亿元，金融活水源源不断精准滴
灌小微企业。③8

□本报记者 李林

2020年，郑州市空气质量持续改
善，为新的空气质量标准评价考核以
来最好的一年，年综合指数 5.28，空气
质量排名在 168个城市中稳定退出后
20，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1月 20日郑州市环境污染防
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消息。

蓝天越来越多

“郑州市的蓝天白云在增多。”郑
州市环境攻坚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市已圆满完成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目标，6项污染物中，SO2保持在
个位数，其他 5 项均同比下降，比如
PM10、PM2.5 年 均 浓 度 达 到 84 微
克/立方米、51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
别下降 14.3%、12.1%，超额完成省定
目标。优良天数 230 天，同比增加
53天。

“郑州蓝”不仅是在 2020 年表现
不俗，在整个“十三五”期间，都有“努
力”的痕迹。

统计显示：郑州市超额完成“十三
五”空气质量改善目标，空气质量实现
质的飞跃。其中，PM10、优良天数、年
综合指数改善率在全国 168个城市中
正排前十，PM10 和优良天数的改善
率在“2+26”城市正排前五，PM2.5、
PM10、年综合指数改善率在全省排名
前三，特别是 PM2.5 和 PM10 改善率
均为全省第一，PM2.5 年均浓度从
2015 年的全省倒排第一上升至全省
正排第五，改善幅度显著。优良天数
连续五年增加，2020年达到230天，优

良天数达标率 62.8%，自 2019 年 3月
份以来消除了严重污染天气。

“郑州蓝”如何来

收获总是来自耕耘。城市上空越
来越多的蓝天，是郑州市多措并举的
结果。

——能源结构大幅优化。拆改非
电燃煤锅炉 1330 台 5078 蒸吨，非电
燃煤锅炉全部清零；完成“双替代”32
万余户，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散煤清
零。郑州市煤炭消费总量从 2015 年
的 3023 万吨下降至 2019 年的 2007
万吨。

——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大力淘
汰钢铁、水泥、电解铝、碳素等传统高
污染产能，压减水泥产能 66万吨、碳
素产能 200.3 万吨，转移炼钢产能 95
万吨，转移置换电解铝产能 35万吨，
累计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 10769
家，实现动态清零。

——加快新能源车辆替代。郑
州市区大围合区域内外迁或关停市
场、企业 90 家，减少重型车辆进出
3.6 万辆次/日。市内 6316 台公交车
全部实现了新能源化，更新新能源出
租车 8400 台，柴油渣土车全部退出
市场。

——加强生态屏障建设。新建公
园、微公园、游园 458个，生态廊道绿
化 6.32万亩，新增绿地面积 3331万平
方米。加强秸秆禁烧，连续多年“三夏
三秋”未发生秸秆焚烧。

此外，郑州市还采取了工业污染
全过程控制与机动车污染全市域控
制，多措并举改善城市空气质量。③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 月 20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该厅下
发通知，要求各级商务部门和农产
品市场、餐饮企业等相关单位从细
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进口冷链食品，省商务厅
要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切实加强监
管，督促农批、农贸（集贸）市场严格
落实《农贸（集贸）市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技术指南》，完善疫情防控制
度和应急处置方案。

农贸（集贸）市场要落实的疫情
防控措施包括：要严格落实进口冷链
商品进场必检制度；市场要成立进口

商品管理专班，在市场外一定距离设
立进口商品待检区；严格落实进口商
品进销溯源机制，提前24小时报备；
车辆进入后必须进行消杀，检测人员
对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内包装、食
品本体、车辆内壁进行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后，方可卸货并对每箱货物
消杀；货物入库前再进行外包六面消
杀，附“豫冷链”二维码后入库等。

此外，相关企业要认真记录采
购人员、商品去向等信息，运用“豫
冷链”系统做好出库记录，实现从供
应链首站到消费环节最小包装的闭
环追溯管理。③6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余华）1月 20日，在郑州市惠济区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内，由郑
州人民医院负责的移动 PCR方舱
实验室正式“亮相”，监管仓内所有
的人、货物等核酸检测将全部在这
里完成。

PCR 实验室又叫基因扩增实
验室，是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
重要保障，而传统的实验室建设周
期长、现场施工人数多，不利于快
速开展检测。“此次投入使用的移
动箱式 PCR实验室在工厂基本完
成安装，通过汽车将成品运输到现
场，直接吊装到位，安装完成只用
了半天时间，接驳水电即可满足应
急检验的需求。”郑州人民医院转
化医学中心主任宋银森介绍，移动
箱式 PCR 可以多次重复利用，拆
装方便、性能优越、稳定牢固，成本

相对较低，也十分安全。
移动 PCR实验室就像一个大

的集装箱，内部面积在 50平方米
左右，被分隔为四个区域，摆放着6
台基因扩增仪、两台核酸提取仪以
及十几台配套设备。“实验室每天
可完成4000个样本检测，4个小时
即可出具结果。”宋银森说，这还是
一个负压实验室，舱内的空气通过
过滤后排到室外，可避免造成环境
污染。

目前，郑州人民医院共派驻
21名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进
行采样和检测工作。宋银森表示：

“司机、仓库、车辆、货物都是我们
的检测对象，对进口冷链食品每批
次的外包装、内包装、食品本体、车
辆内壁共采集 21份样本进行核酸
检测，确保冷链食品安全，守住疫
情防控底线。”③9

严把进口冷链食品“第一关”
——探访郑州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郑州，“气”质不凡

移动方舱实验室上线
确保冷链不掉“链”

省商务厅下发疫情防控通知

进口冷链食品要做好闭环管理

“活水”送到小微企业家门口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通知》

进一步做好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讲述者 舞阳县文峰乡李斌庄村

村民张德山

1991年，我从部队退伍回到家乡，
当时县里正在号召村民种植香菇，但
限于技术、信息、市场等因素，往往是
赔多挣少。

为解决种植香菇成本高、周期长、
产量低的问题，我发挥过去在部队养
成的吃苦耐劳精神，自费到香菇之乡
福建省三明市和省食用菌研究所等地
学习，逐步掌握了香菇的种植、制种、
制菌棒等技术。

1994年，我在村里率先搞起了袋
料栽培香菇，但探索的道路并非一帆
风顺。

我至今仍记得，第一年种植袋料
香菇，到了该出菇的季节，香菇没有长
出来，直到过了年才出来。通过向省
农科院专家请教，最终认定是温度过
低造成的。于是，第二年，还没到冬
天，我就在香菇棚内修建了地笼，通过
烧火，使香菇棚内的温度提升。烧火
加热模式进行了一个多星期后，棚里
的香菇开始长出菇蕾，又加热了几天，
香菇便满棚绽放，出菇整齐、个头硕
大。周边群众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
棚里参观学习，回去后模仿，在自家的
棚里修建了加热地笼。那年，我们村

的农户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都实现
了腊月出菇，赶上了春节前的好行情，
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香菇出不来的问题解决了，香菇
产量慢慢提升了，但村民们一年忙活
下来并没赚到多少钱。我思考了一
下，感觉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两方面，一
是香菇菌棒成品率太低，二是香菇销
售缺乏稳定渠道。

针对菌棒问题，我再次只身一人到
外地食用菌研究所学习。通过研究所这
个渠道，我不仅学到了香菇种植知识，还
接触到了一些香菇收购商，向他们介绍
了我们村的香菇种植情况。到了采摘季
节，我们村一下子来了四五家收购商，香
菇卖上了好价钱，也不愁销路了。

经过不断摸索，我对香菇菌袋杀菌
和出菇方式进行了改进，感染变质的菌
袋明显变少了，现在成品率超过95%。

一人富了不算富，乡亲们都富才
算富。为让香菇种植成为家乡的支柱
产业，我主动将自己掌握的种植技术
无偿提供给周围的人，带着大家一起
致富。近年来，我先后直接帮扶了 20
余户贫困户，年赊销给贫困户的棒袋
等物资达 80多万元。现在，我们村和
周边村的香菇种植规模越来越大，成
了远近闻名的香菇种植基地。很多年
轻人也不再外出打工，而选择在家发
展香菇种植事业。我们这里种植的香
菇还直接出口到韩国等地。③9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郭海方）

赶上好时代，奋斗圆梦不懈怠
——一名脱贫致富带头人的心路历程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 月 20日，山东栖霞在建金矿爆
炸事故第 10天。在几百公里之外的
三门峡市陕州区，矿工杨万年时刻关
注着救援的进展。“兄弟们啊，要挺住，
那么多人在关心你们，把心放到肚子
里，一定会平安的！”他伸出手臂，好像
要拥抱被困在黑暗中的亲人。

今年 45岁的杨万年，现为义煤观
音堂十号煤矿矿工。他曾在 2007 年
陕县支建煤矿淹井事故中，被困井下
两天三夜，最终被成功营救。

“看到山东栖霞金矿营救新闻，我
的心情既紧张又振奋。现在天寒地
冻，希望井下等待救援的矿友坚定信
心，相信党和政府的力量，营救一定能
成功。”杨万年说。

当年陕县支建煤矿发生淹井，杨
万年和 68名工友被困井下。“下井时，
大家只随身携带一顿午饭。第二天
大家把剩余的食物，都拿出来平分。
第二天晚上就没有吃的了，也没有
水，只有矿灯的微光。”杨万年说，当
时仅有的一部电话，电话线也断了。

“不用慌，不用怕，正在竭尽全力紧急
救援！”电话线抢修好后，电话那头传
来领导的安慰，让大家吃了“ 定心
丸”。为了节省体能，大家都安静地
躺着不动。在救出前 7个小时，管道
打通了，通过排水管子，牛奶流了下
来，食物被输送下来，更让大家燃起
生的希望。

当年和杨万年一起困在井下的矿

工马彦虎，今年 52岁，目前仍在支建
煤矿。事故发生时，马彦虎是基建队
当班的电工。

“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以及八
方支援，而且现在的救援技术和手段
也比十几年前好多了，栖霞的工友一
定能获救。”马彦虎说。

“陕县支建煤矿发生透水时，井下
有 69 个人，每一个都非常焦急、害
怕。当时井下的带班负责人第一时间
组织大家集中在比较高的平台上，然
后进行分工自救。首先由我和队友抢
修通了唯一的电话，接通电话后，得知
省里、市里的领导都在现场指挥救援，
我们恐慌的情绪就稳定了许多。”马彦
虎说，“紧接着，我们积极配合营救人
员，积极开展自救，风管和水管修通
后，通过风管输送氧气，通过水管输送
牛奶。通信、水和风，成了支撑我们的
3条生命线。”

“今天是腊八节，祝福山东兄弟们
平安健康，没事的，一定会好的。”马彦
虎说。③9

2007 年 7 月 29 日，三门峡陕县支

建煤矿发生淹井事故。矿方立即组织

井下人员撤离，当班下井 102 人中 33

人及时升井，其余 69 人被困。救援领

导小组快速研究决定，临时成立抢险

排水组、钻探救援组和堵水组 3个工作

组。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通过 76 个小

时的艰苦奋战，8 月 1 日 12 时 53 分，69

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③9

河南兄弟为山东栖霞金矿
被困矿工加油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为有效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
冷链输入风险，1月 20日，郑州市中牟县
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进口冷链食品集
中监管仓正式开仓。⑨6

图① 来自河南省传染病医院的
检测人员即将进入方舱检测区。

图② 检测人员在检测首批冷链
食品。

图③ 万邦集团工作人员在卸货
消杀区进行专业消毒。

③③

①①

②②

层层严层层严控控 打造打造““安全链安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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