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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 强能力 锻作风 解民忧

供应有序

□本报记者 徐建勋 何可

1 月 13 日，郑州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提醒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
居民群众：郑州疫情防控进入关键
时期，解封解控前，须严格落实分级
管理相关措施。

据了解，为有效阻断疫情传播，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郑州市对部分区域实行分类
管理。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指
出，在全市广大居民群众的有力配
合下，目前郑州市疫情防控形势日
益平稳向好。

封控区内全体人员要严格执行
“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
理措施，并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
进行核酸检测。区内全体居民原则
上要比照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落实“封门落锁、单人单间、上门检
测、室内活动佩戴口罩”等防控措
施，一天两次自测体温，体温异常的
应及时向社区报告，并按卫生防治
部门明确的方式“点对点”就医。

管控区内全体人员实行“人不
出区、严禁聚集”管理措施，并按照
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进行核酸检测和
健康监测。管控区人员每户 2天可
安排 1人在严格做好个人防护的前

提下，到社区指定地点购买生活物
资。

管控区内各小区、楼院落实闭
环管理，原则上保留一个出入口，24
小时有人值守，严格查验外出人员
身份信息，登记、核准每户 2天 1人
外出采购的打卡记录。

管控区内居民外出采购应到社
区指定的物资供应点，不得到其他
非指定超市、采购点购物，不去非生
活保障场所、门店，外出时间不超过
2个小时。居民外出全程佩戴口罩，
采购、结账排队时保持 1米以上距
离，不扎堆、不聊天，返家后立即做
好手部消毒。社区居民需要到小
区、楼院之外参加核酸检测的，完成
核酸采样后应立即返回所在小区、
楼院，不私自在外采购、聚集、逗留。

防范区要求非必要不外出，确
需外出的，需凭 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区内居民做到无事不外
出、不串门，不聚集、不聚餐，外出佩
戴口罩，严格做好个人防护。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强调，
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内居民要
自觉落实上述管控措施，积极配合
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工作，不得
擅自出户出区，杜绝疫情传播风
险。③7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停工、停学、停产、停业……禹
州新一轮疫情发生后，全域调整为
中高风险区域，实施全面管控。全
市百万居民安心宅家的背后，是统
筹有力的指挥调度和细致周到的
民生服务。

1月 13日 7时，在位于禹州市
药城路北段的禹州市生活物资运
输转运点，一辆辆挂着各地牌照的
果蔬运输车有序进出。“请出示健
康码，接受体温检测，提供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禹州市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赵新伟告诉记者，“司
机不下车，运输车辆消杀后沿原路
驶离，整体形成了闭环管理。”

为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群众生
活必需品需求，禹州市打通采购、
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建立统一
的物资采购供应链，落实保供任

务。“自 1月 3日以来，全市共组织
调运蔬菜 582.5吨、肉类 96.5吨、米
面油 230.1 吨、奶制品和方便食品
5.7万箱。”禹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市场保供组负责人田会卿介绍，全
市共发放民生物资运送车辆通行
证1687张、防疫物资运送车辆通行
证 961张，确保供应工作安全高效
开展。

生活物资由转运点运至禹州
城区后，通过商超和配送企业进行
配送。禹州市永辉超市、发发超市
等30多个城区保供点，重点保障主
城区居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合聚
贸易、辽兴商贸等 140家乡镇保供
企业，负责该市21个乡镇的物资配
送工作。“粮食、食用油、蔬菜货源
储备充足，没有断档、脱销，持续保
供没有问题。”禹州市亿家汇超市
负责人安宏伟说。

在此基础上，许昌市政府出资
采购的 30万份“蔬菜包”也送抵禹

州，助力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如何打通社区通往封控区居

民家中的“最后一米”？
“社区党员干部和广大社区志

愿者发挥了关键作用。”禹州市颍
川街道办事处东关社区居委会副
主任马新宪说，“我们建起了‘友爱
之家’微信群，居家隔离的群众，每
天要买的肉、蛋、奶、蔬菜和其他生
活用品，只需在群里报一声，我们
集中采购，采取不见面方式，当天
逐户送到居民家中。”

截至目前，禹州市已下沉6000
多名机关干部，近3万名镇村干部和
广大志愿者坚守一线，做到“老百姓
哪里有需求，服务就延伸到哪里”，
用爱心传递疫情防控的温暖力量。

“现在，菜价跟平常一样，没
涨！我们在微信群里下个单，就有
社区干部、志愿者帮我们跑腿儿。”
74岁的禹州市民王建国说，“战胜
疫情，大伙儿充满信心。”③9

□ 本 报 记 者 谢 建
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

疫情之下，安阳
生活物资供应是否
充足？物价是否稳
定？1月 13日，记者
走 访 安 阳 市李家庄
蔬菜市场 和 部 分 重
点 商 超 了 解 到 ，当
前安阳市蔬菜批发
集 散 地 运 输 正 常 ，
各 大 超 市 备 货 充
足 ，供 应 链 全 链 条
畅 通 ，生 活 必 需 品
价格平稳。

“请所有司机朋
友佩戴口罩、扫两码
测温进场。”上午 10
时，记者在位于北关
区的李家庄蔬菜市
场入口处看到，几名
值班人员在门口一
遍遍提醒进门人员，
对来往车辆进行仔
细查验后才放行。

“外地的都要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市
场车流量大，必须严
防死守。”该市场负
责人杨忠良告诉记
者，目前市场车辆运
输基本正常，菜品价
格基本没有变动，有
些甚至比前段时间
还便宜。

市 场 内 有 序 停
放着一辆辆装有大
白 菜 、萝 卜 等 应 季
蔬 菜 的 大 货 车 ，经
过 一 个 早 上 的 忙
碌 ，菜 贩 们 都 在 算
账 、休 息 。“ 俺 家 洋

葱红皮的批发价 1.1 元/斤、白皮的
0.9 元/斤，土豆 1.1 元/斤，不涨价，
货不缺，我们还怕卖不动呐！”菜贩
李宾说。

“菜篮子”满满的，生活必需品价
格如何？记者又来到位于文峰区的永
辉超市。经过扫双码、测体温进入超
市，只见米、面、粮、油等在货架上摆得
满满当当，蔬菜、生鲜、奶制品等各区
域均有专员负责，根据销售情况随时
补充货源，做到“价格不涨、质量不降、
供应不断”。

记者注意到，来此购物的市民大
都在生鲜区采购。“大白菜 1.3元/斤，
蒜 2.9 元/斤，鸡蛋 5.38 元/斤，本来以
为会涨价，结果还是之前那样。”家住
附近的李女士说，家里没有囤菜，想吃
啥随时来买。

据了解，此轮疫情发生以来，安阳
市商务局为保障生活必需品市场平稳
运行，每日派遣 8个督导组到各大商
超进行督导，详细了解市场供应和价
格情况，协调解决商超疫情防控期间
经营、进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同时，落实价格日报制度，要求大
型商超上报每日销量、库存量、基本生
活必需品价格等信息。

“我们还加大货源组织与调运
力度，为全市重点生活必需品保供
企业办理通行证 1300 余张，加大储
备物资投放力度，确保满足居民日
常消费需求。”安阳市商务局负责人
说。③6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
须严格落实分级管理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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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不见面 菜到家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13日，
记者从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专班
办公室了解到，为解决近期河南交
通运输车辆通行和运输保障问题，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交通管控与运输保障专班印发通
知，要求在严密防范疫情通过交通
运输环节传播扩散的同时，全力做
好河南省重点地区交通管控与运输
保障工作。

河南本轮疫情暴发以来，交通
运输部高度重视，专门召开视频调
度会，对河南疫情防控应急物资运
输保障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指导，并
提出，河南及周边六省份（山西、陕
西、湖北、安徽、山东、河北）要科学
精准实施通行管控，保障应急物资
运输车辆高效通行。

据了解，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交
通专班已启用跨省车辆通行证和应
急物资运输中转站，并在省内高速
公路服务区设置快速核酸检测点，
便于跨省货车司机快速检测，确保
进出各地的各类应急物资和生产生

活物资及时装卸、及时入库、及时分
拨、有序中转。按照合理布局的原
则，这些快速检测点分布于京港澳、
连霍、大广、二广、宁洛等国道主干
线，主要在临近省界、临近大型物流
中心、货车流量较大或临近中高风
险城市周边的服务区设置，目前共
有 19个。各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根据属地疫情防控需求，对
需在服务区增减快速核酸检测点
的，报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专班
实时调整。

目前，河南高速对持有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应急物资运
输车辆通行证，且体温检测正常，健
康码、行程码均为绿色的应急物资运
输车辆司乘人员，实行免费优先快
速通行；对于高速主线拥堵超过1公
里、等待时间超过 1小时的，将立即
启动协同机制，及时报告上级部门
和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对于来自
非中高风险地区的车辆，在司乘人
员体温检测正常、健康码和行程码均
为绿色的情况下，可正常通行。③9

部省协同 七省联动

保障应急运输车辆畅通

京港澳高速（5个）：
安阳服务区 原阳服务区
郑州东服务区 许昌服务区
信阳服务区
连霍高速（4个）：
豫陕界服务区 洛阳服务区
郑州服务区 商丘服务区
大广高速（3个）：
濮阳服务区 周口东服务区
新县泗店服务区
沪陕高速（2个）：
西峡服务区 商城服务区
二广高速（1个）：
济源服务区
兰南高速（3个）：
兰考服务区 平顶山服务区
新野服务区
宁洛高速（1个）：
沈丘东服务区

19个高速服务区
快速核酸检测点

（本报记者 宋敏 整理）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越是面对
挑战，越需要团结的力量；越是攻
坚克难，越需要群策群力……”1月
13 日，在疫情吃紧的关键时刻，安
阳市委、市政府通过网络向市民发
出一封名为《坚持就是胜利》的感
谢信。

信中对自疫情突袭安阳以来，
市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响
应，全力配合，自觉听从疫情防控安
排表示感谢，并号召全体市民行动
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全面落
实联防联控措施，共同构筑起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形成齐心协力、众
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信中说，安阳市此次疫情病例感
染病毒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
度快、传染性强。从1月 8日深夜开
始，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先是在
重点区域内，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全员核酸筛查，力争尽快全面摸清疫

情风险底数，消除病毒传播的潜在风
险。这是出于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
的考虑，是出于保护父老乡亲健康安
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坚决守住河南北
大门、防止疫情向兄弟省区市特别是
首都北京蔓延的考虑。目前全员筛
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春节日益临近。“传统佳节，因
坚守而动人；防控疫情，用奋战来回
应。”信中向全市父老乡亲以及身在
外地的安阳人表达最诚挚的问候，
诚恳建议目前仍在外地的同乡严格
遵守防控措施，提倡就地过年，非必
要不返安。“我们相信，待到春暖花
开，我们再相会，那时的家乡会更
美、会更暖。”

这封感谢信一经发出，网友们
纷纷留言，表示支持理解：“一朝安
阳人，终身安阳情！安阳加油！”“安
阳人民在政府的带领下，必将安然
无恙，安阳必胜！”“我们不怕，坚持
就是胜利！”③6

安阳市向全体市民发感谢信

因坚守而动人 用奋战来回应

◀◀11月月 1212日日，，鄢陵县志愿者坚守兰南高速鄢陵出口鄢陵县志愿者坚守兰南高速鄢陵出口，，
筑牢疫情防控线筑牢疫情防控线。。⑨⑨66 吕超峰吕超峰 李永先李永先 摄摄

面对疫情，中牟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园水果蔬菜价格总体平稳，供货量充足，疫情防控严密有序。王超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婵）新年伊始，
疫情再次突袭郑州，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省委组织部积极履行全国文
明单位社会责任，部务会第一时间
倡议动员，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闻
令而动，再次投身疫情防控前沿，把
抗疫一线作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提升能力作风的“演兵战场”，践行
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服务精神。

自 1月 12日起，部机关选派 25
名党员志愿者投身金水区委组织部

“敲门行动+上门服务”活动，分别下
沉经八路街道省委社区、军区社区、
广电社区，协助社区开展疫情防控
和便民服务工作。志愿者与社区工
作人员协同配合开展“扫楼”行动，
挨家挨户询问疫情防控情况，耐心

宣讲疫情防控政策，并提醒群众做
好安全防护。

在管控区，居家隔离的党员志
愿者变管控区为“战斗区”，主动报
名参与核酸扫码登记、维持现场秩
序等志愿服务，以最直接、最有效的
方式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在开展志愿服务的同时，部机
关第一时间向经八路街道办事处捐
赠消毒液、口罩等防疫物资和方便
面、牛奶等后勤保障物资。并按照
省文明办持续开展“四送一助力”工
作要求，向商水县汤庄乡西赵桥村、
淅川县九重镇武店村、潢川县隆古
乡隆古村三个定点帮扶村捐赠 900
件抗寒棉衣，分发给疫情防控一线
的工作人员，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③9

省委组织部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投身抗疫一线

同心抗疫“志”在必行

1月13日，在安
阳市文峰区东风路
与海河大道交会处，
小朋友正在参加核
酸检测采样。⑨6
毕兴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