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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千家万户

盼团圆。当前，疫情防控

正处于关键阶段，省委、

省政府提倡大家就地过

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

动，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为了让群众能就地过好

年，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

了不少政策措施，既做好

思想工作，又做好后勤保

障。“家有我，请放心”，本

报摘录部分地方政府负

责同志致家乡父老的信，

想必读者定能从中体会

到党委政府关怀群众的

殷殷之情、倾力为民的暖

心实举。让我们同心努

力，维护来之不易的抗疫

成果，待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再欢聚。③7

禹州籍在外的父老乡亲：
新年伊始，疫情突袭。在省委、省政

府和许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禹

州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广大干部群众，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筑牢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全力以赴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

战、歼灭战。禹州广大在外乡亲心系家

乡、“隔空”助力、支援抗疫，让家乡父老感

受到了你们难以割舍的桑梓深情！

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家乡的疫

情防控形势呈现持续向好态势，但任何麻

痹大意都可能加大传播风险、导致疫情反

弹。特别是随着春节临近，人员流动增

加，疫情防控面临更大更严峻的考验。

山高水长、旅途漫漫。为有效控

制和降低疫情传播风险，保障您和家

人以及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建议您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

减少出行带来的风险隐患。

您的每一次积极配合，都是为家

乡疫情防控增添一份保障。

您的每一次实际行动，都是为巩

固防控成果作出一份贡献。

“家有我，请放心。”虽然您身处异

乡，但我们将把您家里的事当作自己

的事，第一时间提供帮助、解决困难。

禹州市成立了以在外人员亲属为重点

的群众困难救助专班，开通了 3 部纾难

解困热线电话，24 小时耐心细致地做

好抗疫政策释疑解惑、社会救助和心

理疏导等工作。截至目前，已为群众

解决各类问题 2320个。

疫情防控，需要用心用情善待每一

个群众。对于亲人在外的低保对象、独

居老人，我们组织村（社区）干部、党员、

志愿者集中力量深入细致地摸底排查，

全面了解特殊群体家庭中生活物资储

备情况；针对危急重症患者、即将分娩

的孕妇和居家隔离的慢性病患者，我们

开设了绿色通道，设立了定点医院和药

店，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用药需

求得到有效满足。

再冷的冬天，也挡不住春天

的脚步。我们相信：有全市人民

的齐心协力、并肩作战，有您的积极配

合、主动参与，禹州一定能够早日快速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③7

禹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陈涛
2022年 1月20日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

28岁的王晓娟决定今年不回老家禹州过年了，留
在工作地——河北省石家庄市。

王晓娟是禹州市花石镇花南村村民，在石家庄市
一家药企担任质检员。“我们工作比较忙，一年到头回
家的次数寥寥无几。上次回家和父母团聚，还是在10
个月前。”1月 17日，王晓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前段
时间她掐着指头算日子，早早就准备好了，打算春节
乘高铁回禹州过年。

1月 2日，禹州发生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全市上
下众志成城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禹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告全市在外乡亲的倡议书，
倡导广大在外父老乡亲“非必要，不返乡，就地过年也
温暖”。在花南村，村“两委”利用大喇叭广播倡议书，
村干部入户开展宣传，将倡议落实到行动上。

“闺女，在家在外，一样过年。政府提倡就地过
年，春节你别回来了。我和你妈都挺好的，你在那儿
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犹豫的王晓娟接到了父亲
的电话，终于下决心在石家庄过年。

“我们会用心用情服务好乡亲们。”许昌市钧瓷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文化宣传部部长米亚攀介绍，面对疫
情防控严峻形势，禹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群众生
活，专门成立了群众困难救助专班，开通3部纾难解困
热线电话，安排 15名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接听、
回复，做好疫情防控政策和有关要求解读、心理疏导、
救助等工作。

截至目前，工作专班共收到各类电话2320个，其
中，政策咨询类1600多个，已由工作人员实时解答；困
难求助类637个，已会同各相关乡镇（街道）、部门逐一落
实解决。③5

就地过年 温暖相伴

二七区的父老：
你们好！由于当前省市疫情防控

工作正处于攻坚期，郑州市二七区倡

导 大 家 就 地 过 节 ，我 们 只 有 携 起 手

来，万众一心抵御疫情，才能巩固好

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有效阻断传播

途径，确保大家度过一个健康、祥和

的春节。

为确保大家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有效减少节日期间人员流动和集聚，

二七区实施多项暖心服务，鼓励外来务

工人员就地过年，支持企业稳岗就业。

送岗位。聚焦务工人员就业需求，

利用“春风行动”等系列招聘活动，有针

对性地为就地过年人员提供工作岗位。

高质量推进“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建设，

竭力提供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创业指导

等服务，支持鼓励务工人员参与线上职

业技能培训。

送温暖。在全区范围开展走访慰

问活动，为留郑员工送去慰问品及新

春问候，营造温暖温馨的节日氛围。

鼓励引导企业采取以岗留人、以薪留

工 、发 放“ 留 岗 红 包 ”、给 予“ 过 年 礼

包”、改善就餐条件等措施，吸引外地

员工尽量就地过年。组织基层力量，

走访在外务工人员家庭，对家庭中生

活不便的留守老人、无人照料的留守

儿童等，联合帮扶单位，共同落实精准

帮扶措施，让其充分感受到关心关爱。

送帮扶。强化重点企业用工调度

保障，帮助企业稳岗稳员工。帮助春

节期间用工需求较大的企业，提前对

接留郑富余员工较多的企业，促进企

业间用工平衡。深入开展根治欠薪专

项行动，确保员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

安心过节。

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特殊群

体的服务保障工作，我们以村、社区为

单位，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对

封控区、管控区内特殊群体全面调查

摸底，分类建立台账，积极开展上门服

务，切实满足群众对物资供应、就医用

药的需求。“一老一小”我们会照护服

务好。对“一老”，我们积极协调医疗

资源定点到 21 个养老机构进行核酸检

测 ，为 966 名 老 人 提 供 便 利 。 对“ 一

小”，支持引导学校和教师组织好“线

上教学”，做好心理疏导，确保学生群

体正常学习、身心健康。

最后，感谢您对二七区疫情防控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祝您春节愉快、身体

健康、生活顺心！③5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区长 苏建设
2022年 1月20日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萌萌

“我刚刚结束考研初试，在学校有更好的学习空
间，我们经常几个人约好一起学习、运动……从学习到
生活，从物质到精神，学校都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保
障，我们在这里很好，请爸爸妈妈放心。”1月 20日，河
南理工大学机械学院能动系1803班学生王少启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河南理工大学有近
60名大学生留校。得知这一情况后，学校第一时间制
定了寒假留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方案和食宿保障工
作方案等，对留校学生的食宿保障、教育管理、心理健
康及安全工作等进行了安排部署。

“我们去餐厅吃饭一律要戴口罩、测量体温，学校
提倡打包到宿舍就餐，并为我们准备了一次性食品打
包袋，既方便又安全。”电气学院自动系 2110班学生
杜一凡说。

为满足留校学生就餐需求，该校结合实际，选定学
士餐厅一楼8号为值班窗口，每日安排专人值班，全力
保障饮食安全，同时还精心为学生准备多样式的饭菜。

“孩子才刚上大学，突然一个人在外地过年，说实
话我们真是很牵挂。但和孩子每天视频连线后，感受
到学校各方面都安排得十分到位，每天还有负责老师
去宿舍关心问候，我们也就放心了。”学生陈润波的妈
妈说。③7

留校过年 服务贴心

（本报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王平 李林 整理）

1月 20日，在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20余名书
法家将书写的春联赠送给就地过年的群众，送去新春
佳节的暖心祝福。⑨6 张光辉 摄

亲爱的父老乡亲：
金牛辞岁，瑞虎迎祥。在这个本

该万家团圆、亲人团聚的美好时刻，众

多乡亲却因疫情阻隔，不能如期回乡，

对于你们的思乡之情、盼归之意，我念

兹在兹、感同身受！在此，我谨代表驻

马店市委、市政府和家乡的亲人们，向

你们送上最美好的祝福，致以最诚挚

的问候：这一年，辛苦了！

当前，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

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坚持把疫情防

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着力构建大数

据、网格化、全天候的联防联控工作体

系。为严防疫情输入扩散，驻马店市

万千党员干部、无数平凡英雄逆行出

征，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守

护家乡亲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为珍惜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在这个特殊时期，省内外不少城市已发

布通告，倡导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

乡。驻马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也多次

发布通告，加强“外防输入”的管控。大

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用我们短暂

的付出，换来家国的持续康宁。

这里，请大家多理解和支持国家疫

情防控政策，配合当地和家乡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同时，也请大家放心，各级党

委政府将全力做好“迎新春、送温暖”和

困难群众帮扶救助等服务保障，让家乡

亲人们温暖过冬、快乐过年、幸福生活。

过去的 2021 年，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奋斗下，

驻马店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

全省前列，实现了“十四五”开局之年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在刚刚召开的市委五届二次全会

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市委、市政府提

出，2022年，要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

大战略”，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

加快建设“国际农都”，全力打造“中国药

谷”，推动现代化驻马店建设稳健前行。

真 诚 希 望 各 位 老 乡 以 驻 马 店 为

根，积极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

量，争当驻马店的“形象大使”“宣传大

使”，共同谱写全面建设现代化驻马店

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隔绝疫情，不隔真情。暂时的分

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让我们心手相

牵、守望相助，待到凛冬退去、春暖花

开，美丽家乡驻马店必将以更加崭新

的姿态，拥抱你们的归来。

再次向你们送上家乡人民的新春

祝福和美好祝愿！③5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跃勇
2022年 1月20日

云山隔万重 家国情更浓

携起手来 巩固成果

再冷的冬天，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驻马店
市各商超均设置了疫情防控卡点，
需扫码方可进入。⑨6 弓华静 摄

疫情防控期间，郑州市二七区工
作人员为群众办实事，将生活所需物
品直接送入小区。⑨6 佳星 摄

1 月 20 日，滑县华
通世纪城住宅小区居民

在排队做第七轮核酸检测。
该县按照疫情防控等级划分封

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实行分区管
理，三区范围内落实相应防范和管控措

施。⑨6 王子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