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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14 天，这是新冠肺炎病毒的潜伏期；现在，

离除夕不到 20 天。我省面临德尔塔和奥密克

戎毒株输入疫情的双重挑战，疫情波及 7 个地

市，重点是郑州、禹州、安阳，三地疫情防控的形

势任务不同，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期。

用醉心年味驱散疫情阴霾，是你我他的共

同心愿。齐心扛过疫情防控关键期，才能达成

这个心愿。截至 1 月 11 日 24 时，全省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 118 例（郑州市 12 例，安阳市 65 例，许

昌 市 41 例）；无 新 增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和 疑 似 病

例。一面是郑州疫情总体趋稳、防控效果开始

显现，一面是安阳、许昌两地疫情持续承压，最

新的疫情统计数据，凸显着我省疫情防控形势

的复杂严峻。

当疫情撞上年关，对交通枢纽的河南而言，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期，在一个潜伏期内圈住

封死捞干扑灭疫情，全力打赢此轮疫情防控阻

击战，毋庸置疑。关键时期意味着更严更实更

细的防控，部分区域不得不按下“暂停键”，生活

暂时不能按部就班，有人心有委屈和抱怨可以

理解。但是，没有疫情防控，就没有自己想要的

“小确幸”。放下委屈和抱怨，为疫情防控尽己

所能，是迎接虎年春节的正确方式。

“希望疫情快点结束，不想以后考古，嗓子

眼有茧的，都是郑州人”。6 小时，千万人，在郑

州用让人惊呼“太强了”的速度，完成多轮全员

核酸检测后，一个网友的调侃刷屏朋友圈，很多

人因此既心疼郑州，又为郑州骄傲。

本轮疫情出现时，郑州天降大雪，做核酸检

测的“大白”们，冻得双腿哆嗦；冲在防控最前沿

的基层干部，有的一天休息时间不到两小时；流

调里的普通劳动者，努力为生活打拼。这样的

郑州，怎能不让人心疼！回溯农历 2021 年的郑

州，灾情疫情叠加，湍急的水流中，处处可见手

挽手筑起的“人桥”；夏日里的防疫卡点志愿者，

身上晒脱皮儿，汗渍成“地图”……众志成城、共

克时艰，千万人口的城市挺住了。这样的郑州，

怎能不让人骄傲！

目前，郑州疫情传播链条较为清晰，感染者

基本处于划定的“三区”范围内，疫情发展与预

判形势一致，疫情传播可防可控；禹州开展流调

“回头看”，压茬推进核酸检测，缩短疫情拖尾时

间；安阳采取严格的社会面管控措施，尽快阻断

传播途径，严防疫情外溢扩散；各地倡导就地过

节、网络拜年，减少人员流动集聚，降低疫情传

播风险……为打赢这轮疫情防控阻击战，全省

上下都在拼。

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没有旁观者。齐心

扛过疫情防控关键期，才能不负你所向往的生

活，不负你所眷恋的城市，不负这些日子的每一

份努力与热爱、每一分付出与奉献。让我们加

油拼到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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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您最近有发热吗？有以上这
些地区旅居史吗？”1月 12日，
在南阳市宛城区仲景街道牛王
庙社区，工作人员按照相关信
息，进入居民家中进行登记工
作。

当天，记者从南阳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获悉，针对当前省
内外疫情态势，该市采取“外防
输入、有序分层”措施，保障春
节期间社会秩序平稳运行。

去年年底，国内多地出现
新一轮疫情后，南阳市针对入
宛返宛人员进行针对性管控，
要求相关人员提前报备行程，
抵达后向社区（村）、单位报到；
境外入境返回人员，实行“点对
点”闭环转运和“14+7+7”集中
隔离；在市域各高速公路出入
口、省界设立疫情查验卡口，同
时在机场、汽车客运站、高铁站
和铁路客运站设立常态化检测

站点。
元旦过后，南阳市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疫情防控攻坚月
活动，对各类公共场所实行严
格扫码测温和个人防护措施；
动员社区、单位志愿者进行联
防联控；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
按照城乡基层管理分包制度，
开展网格化管理，建立督导指
导机制，对疫情防控工作不力
或不担当、不作为者进行追责
问责。

1月 7日，南阳市要求在全
市范围内暂停文化娱乐、体育
休闲场所经营活动，全市校外
教培机构暂停线下教学工作。

春节临近，面对依然严峻
的疫情形势，南阳市发出通知，
积极发动基层党组织和志愿服
务人员，开展节日期间应急防
控和四级联防联控，并加大疫
情防控物资、生活物资保障力
度，确保全市人民能安全、祥和
迎接农历新年。③6

南阳市：

有序分层防控 阻击疫情输入 □本报记者 孙静

1月 12日，因疫情防控郑州禁止
堂食第 5天。位于郑东新区民生路上
的大秦地餐馆，却在一天内卖出了
500多单外卖，远超正常营业时的堂
食供应量。

“除了美团等平台，我们主要是通
过团餐直供的模式接到了周边写字楼
的大单，平均每天一两百单。”店长赵
建峰说。

新年刚至，堂食停摆，餐饮业再次
迎来挑战。而不少坚守在岗位上的群
众，也同样面临着“如何能准点吃口热
乎饭”的问题。如何破解供需矛盾，餐
饮从业者纷纷出招创新。

团购
——小程序送来新订单

“其实是这个‘管车侠生活’的小
程序帮了我们的大忙。”赵建峰打开手
机，从微信上调出一个小程序，“这个
程序只为周边写字楼供餐，客流量大

订餐也集中。”
友途车家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是这

一小程序的开发者、运营者。公司总
裁陈筠介绍，以写字楼为中心，这一小
程序可覆盖周边 500 米内的餐饮小
店，通过集中、提前下单，统一配送，写
字楼里广大年轻人可以准点吃上热乎
饭，餐饮店也能收获大量订单。

这一供应创新模式去年 9月上线
试运行，仅 3个多月时间，就已覆盖郑
州市近百座写字楼。

陈筠说，目前他正联系更多商家
开展社区集中配餐，“希望能通过技术
加持，为餐饮业应对疫情冲击带来更
多助力。”

上网
——微信群变身新平台

“老板，我要两份黄焖鸡米饭，做
好了叫我去大门口取。”

从早上 10 点开始，到晚上 11 点
多结束，黄焖鸡饭店老板赵燕的微信
群里订餐信息就一直响个不停。

她的店在郑州市中原区颍河路上，
属于封控区。由于周边社区居民出行
不便，她便邀请老主顾们建了一个微信
群。线上下单，大门口自取，两不耽误。

“我们小区附近的饭店基本都建了
微信群，虽然单量没有堂食的时候多，
但也勉强能顾住人力成本。”赵燕说，

“更重要的是，都是老主顾，这么困难的
时候，更得想方设法给大家提供帮助。”

在西三环附近的绿都社区，餐饮
小店展现出的生命力更为顽强。

“我们联合起来建了一个大群，附
近能送饭的小店都在群里，这样顾客
可以在我店里点个烧饼，在旁边的店
里要个蛋花汤，两家出一个人就送去
了。”烧饼店老板崔立志说。

直播
——新模式开辟新渠道

晚上 8点，76人河南烩面负责人
史培龙打开手机，登录淘宝、抖音账
号，开始直播。

直播间里不时有人在下单。预包

装的速食烩面、泡馍等三个品类数十款
产品是主打，颇受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隔
离人员及远在他乡河南人的喜爱。

疫情发生以来，直播售卖已成为
河南餐饮人降低堂食损失的一个重要
手段。

史培龙说，目前 76人河南烩面已
组建了新媒体运营团队，“有策划、有
直播、有运营，还联系了抖音、淘宝等
平台带货达人带货。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我们的直播销售量比以往增加不
少。”

目前，76人河南烩面在郑州的餐
饮门店除位于管控区、封控区内的店
面已经关闭外，其余部分门店还在正
常开展外卖配送。同时，向医院、工
厂、学校以及大型餐企配送的预制品

“烩面食材”“胡辣汤食材”也在正常运
营。

“直播售卖及预制品的销量，已经
超过了疫情防控期间总销量的三分之
一。”史培龙说，“我们希望预制菜、预
包装能与堂食一起，成为未来餐饮业
的均力支撑。”③6

餐饮业出新招解困局

战疫情 强能力 锻作风 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孙静）1月 12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获悉，自1月9日我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启动生活物资应急运输
车辆通行证管理制度以来，全省商务
部门共向各地大型商贸流通企业、农
产品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电商企业、
重点食品加工企业等骨干企业发放车
辆通行证 4600张，累计运货量超 5.2
万吨，有力保障了全省生活物资供应
充足。

12日上午11点，在物资运输车辆
通行较为集中的郑民高速郑庵收费

站，记者看到，进出城口处均设置了应
急运输绿色通道的提示牌。

从云南来的常师傅，开着一辆 10
多米长的拖挂车准备出城。他是万邦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老朋友”，常年从
昆明往郑州运送上海青等绿叶蔬菜。
此次疫情发生后，他积极响应市场号
召，加大了运输频次和供应量。

“我这次运来了 20 多吨的小青
菜，昨天到了以后就在万邦市场外边
的核酸检测点做了核酸检测，夜里就
拿到了证明，不耽误今天回去。”说话

间，常师傅就来到了绿色通道的关卡
处，他出示了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绿色健康码、行程码、通行证，并
测量了体温，不到 5分钟，就开车驶出
了收费站。

“截至目前万邦已向商户发放通
行证 1300 多张，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物资运输通行问题。”河南万邦国
际集团副总经理李玉磊介绍，本轮疫
情发生以来，该市场商户无论从省外
向市场进货，还是从万邦向全省各地
出货，均保持正常运转，尤其临近春

节，市场进出货量相比疫情前还有所
增长。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发放的通行证主要用于疫情防控期间
的生活物资应急运输保障，主要包括
运输米面粮油水果奶制品等生活必需
品；婴孕童用品；口罩、洗手液、卫生纸
等基本卫生、防护用品等。下一步还
将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通行证数量，确
保全省各地尤其是郑州、安阳、许昌、
洛阳、周口等重点区域物资保障跟得
上、不断档。③9

4600张通行证保供稳价
供应有序

◀1月 12日，焦作市解放区朝阳路社区党员志愿者拿着“小喇叭”
走街串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⑨6 李良贵 摄

11月月1010日日，，在禹州市永和苑社区在禹州市永和苑社区，，居民代表驾驶三轮车运送蔬菜包居民代表驾驶三轮车运送蔬菜包。。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李嘉南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 实
习生 李东东）1月 12日下午，记者从
周口市第七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太康县自 1月 3日
发现输入初筛阳性病例至今，已经连
续 9天无新增病例，从流调情况和核
酸检测结果来看，病例涉及人员都得
到了及时有效管控，本轮疫情未发生
扩散和蔓延，总体呈现平稳可控、持
续向好态势，目前正在逐步推进复工
复产。

截至目前，太康县疫情防控取得
了阶段性成效，没有出现新增确诊病

例、无症状感染者和初筛阳性人员，2
例病例的次密接人员也已全部解除
集中隔离。13日 0时太康全县将全
部解除管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状态。

目前，周口市 13 个县（市、区）
中，太康、扶沟、沈丘 3个县进入了实
战阶段，8个县（市、区）也已全部完
成了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异常
事件，能够快速反应、精准管控、高效
处置。

此外，春节临近，周口作为人口
大市将迎来返乡高峰。周口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出倡议，外出务工人员
非必要不返乡，确需返乡的需提前 3
天告知目的地所在村（社区），需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乡
后及时主动进行报备。

周口市各县（市、区）、乡镇（街道
办事处）、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将
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主动对辖
区或本单位市外返乡人员开展走访、
排查，对境外返周人员、中高风险地
区来（返）周人员、高风险职业人群等
进行重点排查，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
平安、健康、吉祥的春节。②16

太康今日全域解封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