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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
可）5月 6日，郑州市委召开疫
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传达学习
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精神，落实省委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七次专题
会议精神，结合郑州实际，分
析疫情形势，调度部署工作，
确保以最快速度圈住封死捞
干扑灭疫情。

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安伟强调，要毫不动摇贯彻落
实“动态清零”总方针，毫不动
摇落实省委圈住封死捞干扑灭
要求，加快处置局部性疫情，以
最快速度实现疫情防控目标，
做到疫情处置好、百姓服务好、
城市管理好、社会稳定好。做

到“脑要清醒”，“战要果断”，确
保实现3天内圈住、7天内社会
面清零、一个潜伏期内社会面
和隔离点“双清零”目标。“静要
全面”，把管控措施落实到每个
单位、每个社区，确保社会面静
下来。“稳要有力”，坚持正面引
导、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动要
有序”，持续做好保供、保医、保
通、保需、保具备条件企业正常
生产等各项工作。

安伟强调，要毫不动摇加
强领导、强化作风，切实发挥好
战斗堡垒作用，完善工作机制，
要在火线检验干部作风，要强
化依法防控，进一步动员群众
参与，营造“人人做好防控、人
人都是防线”的良好氛围。③9

以坚决态度更大力度
最快速度扑灭疫情

大项目闭环管理不停工

□本报记者 李林

“妈妈，你啥时回来啊？我好想你！”这是郑州航空港
区水务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的秦琳和 4岁儿子视频连线
时，被问到最多的一句话。

自郑州市开展新一轮疫情防控以来，为确保安全供水，
像秦琳这样主动“封闭”坚持工作的供水人还有400余名。

“为应对疫情，我们立即启动了应急机制，实行两级
负责人 24小时值班制，各级人员迅速行动，坚守供水生
产、抢修、服务等一线岗位。”5月 6日，郑州自来水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郑州市区柿园水厂、白庙水厂、刘湾水厂等 9
座水厂的职工实施全封闭，倒班运行，一线值班人员与管
理人员实行分离管理；水厂备足了3周以上的净水药剂、
消毒剂等制水生产用物资，安全生产可以保障。

另外，该公司已备足抢修车辆、机械、管材管件以及
防疫物资，380多名管网和水表抢险维修人员时刻待命，
接到报漏后将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做到小修不过夜，大修
24小时不间断抢修。

需要提醒的是，供水部门倡导市民采用“网上办”“掌
上办”方式办理供水相关业务。如市民有用水方面的问
题，也可拨打郑州供水热线电话67680000进行咨询。③9

□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本报通讯员 郭艳

5月 6日，河南邮政郑州邮区中心，一辆辆满载邮件
的邮车经过严格消杀后进入处理场地，经分拣处理，很快
进入转运、投递环节。

“全省邮政企业90%外省‘进口’邮件和80%‘出口’到
省外的邮件，都是在这里进行集输、分拣的。邮件日处理量
峰值超过200万件（袋）。”郑州邮区中心总经理李永辉说，疫
情防控以来，我们没有出现邮件堆积、车辆拥堵的现象。

在郑州经开区滨河揽投部，部门经理王雷一边熟练地
整理邮件，一边提醒投递员出班时一定要做好防护。为了

确保投递安全，河南省邮政分公司要求投递员每天接受核
酸检测，严格执行出班前的测量体温、消杀防疫等各项举
措。

王雷说：“目前投递人员和邮件都很安全，投递工作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除了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实行严格封控
的场所外，其他大部分区域都可以正常开展投递工作。”

据了解，郑州主城区实行“足不出区、严禁聚集”疫情防
控措施后，郑州市邮政分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对
封控区的揽投部进行了暂时转移和整合，并全面做好邮件的
中转接力，为城区1870多名揽投员发放工作证明，尽最大能
力确保投递“不掉线”，服务“不断档”。③7

□本报记者 王昺南 王延辉

“这里的新鲜水饺，新鲜又好吃。”5月 6日上午10
点多，刚从鲜饺鲜吃鑫苑名家店采购完生活物资的郑
州市民李女士说。

“消费者除了可以选择打包带走，还可以通过电商
平台或微信群线上下单。”该店店员介绍，连日来，新鲜
水饺、馄饨等销量明显增加。

疫情防控形势下，预制菜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在
郑州，许多销售门店和生鲜电商纷纷加大预制菜和方便
操作的半成品食品的销售力度，保障消费者需求。

记者在美团外卖APP上看到，诸多餐饮门店预制
菜销售火爆，不仅有净菜、半成品菜，还有饺子馅、饺子
皮以及解冻就能烤的烤串等。

为了更好满足郑州市民对水饺、馄饨、面点等速冻食
品的需求，思念食品紧急协调广州、湖州、成都、遂平等生
产基地的产能及运力，全方位保证郑州市场的供应。

供应链是预制菜行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千味央厨
作为河南餐饮供应链第一股，公司销售方面业务人员已
全部下到市场，保障相关食品物资供应及时充足。

“公司的主要生产基地在新乡市平原新区，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生产正常开展。”千味央厨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徐振江说。

“目前，预制菜销售量呈现快速上涨趋势。”徐振
江说，公司正加紧生产，全力以赴满足人民群众正常
生活需求。③6

封闭运行保供水

邮路畅通“鸿雁”不断

预制菜助力保障
“菜篮子”

【编者按】
新冠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袭击郑州肺炎疫情再次袭击郑州，，千万市民主动居家隔离千万市民主动居家隔离，，城市不见了往日的车水马城市不见了往日的车水马

龙龙，，但安静的郑州并没有完全停摆但安静的郑州并没有完全停摆。。全市上下全市上下，，战疫情共担当战疫情共担当，，稳增长有共识稳增长有共识，，一手抓疫一手抓疫

情防控情防控，，坚持坚持““动态清零动态清零””不动摇不动摇，，一手抓经济发展一手抓经济发展，，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各民生各民生

保障部门保障部门、、重点项目工地重点项目工地、、重点企业车间均实现了重点企业车间均实现了““戴着口罩抓生产戴着口罩抓生产”。”。③③99

没有停摆的
郑州

本报讯（记者 王平）5月 5
日至 6日，副省长戴柏华到许
昌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戴柏华来到封控小区、商业
市场、医院、学校、集中隔离点
等地，了解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戴柏华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5月 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
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
七次专题会议部署，坚持“动态
清零”总方针，从严从紧从细从
实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咬定目
标、坚决果断，分秒必争、以快
制快，努力在最短时间内圈住

封死捞干扑灭疫情。要紧盯核
酸检测、排查流调、隔离转运等
重点环节，工作无缝衔接，做到
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收尽
收、应治尽治。要突出抓好学
校、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
防控，实施全过程闭环管理。
要加强社会面管控，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流动，让城市“静下
来”。要强化重点人群中医药
干预，降低感染风险。要切实
做好生活必需品供应、就医服
务、心理疏导等工作，充分发挥
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构筑群防
群控的坚固防线。③9

本报讯（记者 刘晓波）5
月 6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小麦

“一喷三防”暨抗旱工作视频会
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楼阳生、
省长王凯和省委副书记、政法
委书记周霁对抓好小麦后期管
理的批示要求，安排部署“一喷
三防”和抗旱浇麦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指出，当前，全省
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抓好小
麦后期管理，夺取夏粮丰产丰
收，是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
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河南
担当，是确保河南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必须稳住的基本盘。

要认清形势，增强抓好夏粮生
产的紧迫感。

武国定强调，干旱、干热风、
倒伏是当前小麦生产面临的三
大问题。要迅速行动，尽快落实
资金，科学组织实施，强化质量
监管，加强信息调度，全面开展

“一喷三防”。要分类指导，科学
浇水，广开水源，做到能浇尽浇、
应浇尽浇。要加强组织领导，加
强指导服务，统筹安排好疫情防
控和小麦后期管理，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见效，努力夺取夏粮丰产
丰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③6

本报讯（通讯员 张渝）“让党旗在抗疫一线飘扬，用
青春书写使命担当！”五四青年节当天收到集团发出的

“青春出列 战‘疫’有我”倡议书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
党员和团员青年积极响应，迅速集结成为14支、336人的
党员突击队和15支、413人的青年突击队，全力投入抗击
郑州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在抗疫一线展示了
党报担当与互联网速度。

闻令而动、擂鼓而战。李晓敏是河南日报的一名青年
记者，是河南日报党员突击队的主力队员。本轮疫情开始，
她第一时间赶到医院采访，在医院的急救中心蹲守了两个
小时，第二天，现场新闻《急诊值班人员——不能因为没有核
酸证明耽误救人》见报，让不少有就诊需求的市民安下心来。

战时就是平时，平时就是战时。为保证《河南日报》
正常出版，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的年轻编辑作为河南日

报党员、青年突击队的“主力阵容”，在关键时刻靠得住、
冲得上、豁得出。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他们克服困难，
不抱怨、不退缩，坚守岗位，勇担责任，从家中搬来行李，
开始了“以社为家 安全出版”的日夜坚守。

与此同时，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多个媒体的党员、
青年突击队迅速行动，大河报·豫视频党员突击队队员王
新昌第一时间报道了《河南万邦：经营一切正常 备有45万
吨物资储备》，顶端·商报青年突击队队员熊卓甜采写了
《郑州急危重症患者，要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等。一批
理性“冷”新闻有效回应市民“热”关切的背后，是青年党报
人践行党员使命，发挥党报媒体担当的青春力量。

党媒使命在肩，国企责任勇担。战“疫”行动中，除了
做好权威信息发布，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员、青年突击队
的身影还在物流运输、核酸检测、社区服务、生活必需品保

供稳价等场景中频频出现。
肖萌是报业集团旗下大河速递公司的团支部书记。

5月 3日晚，大河速递的电商平台为保供稳价，专门推出
平价蔬菜箱。5月 4日凌晨5时许，肖萌就带领30多名青
年突击队队员赶到蔬菜分拣、装箱现场。他们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连续作业，将一箱箱经过检验的蔬菜尽快送到
了市民手上。

5月6日一早，来自河南日报青年突击队的陈龙就在核
酸检测现场忙碌起来。作为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的一名
志愿者，帮助老人、小孩登记，维持排队秩序，陈龙已连续工
作了3天。陈龙在微信朋友圈写道：要站在现场，站在一线，
站在有需要的地方！

陈龙的话，正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员、青年突击队
队员的心声。③6

分秒必争 以快制快 努力在最短
时间内圈住封死捞干扑灭疫情

迅速开展“一喷三防”和抗旱浇麦
全力夺取夏粮丰产丰收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员、青年突击队闻令而动全力投入抗疫

冲在现场 战在一线

□本报记者 逯彦萃

5月6日一早，在郑州市东四环与鸿苑路交叉口的省直
青年人才公寓慧城苑项目工地，项目经理贾凯与保供
司机通过手机隔空连线，始终“无接触”，就是为了保
持项目闭环管理下的安全生产环境不被打破。

保供车辆走后，贾凯与同事“全副武装”，用
84消毒液、酒精等把新到的米面蔬菜消杀一
遍，又放置了半个小时才用板车拉到工地厨
房。“这些天，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小心谨慎，
400多名工人吃住、核酸检测，都在项目
上，我们不出去，外人不进来。”贾凯说，正
是因为疫情防控做得好，才保障了项目的
持续施工。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项目进
度。“一部分工人专职搞防疫，还有八成
多工人在岗位赶进度。”贾凯说，公寓进
入了装修阶段，物料储备很丰富，不会耽
误进度的。

当天，在郑州航空港河南航投航空
制造产业园项目，记者通过无人机拍摄看
到了热火朝天的工地：钢筋笼拔地而起，装
载机力吞千斤，建设者们忙碌而有序。工作
人员唐海说，项目对工作人员实施闭环管理，
物料配送采取无接触式，地方政府把核酸检测服
务送上门，为项目建设“不断线”筑起了“防火墙”。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协调相关部门及时启用全
国统一式样制发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解决重大项
目建设运输难题。”省重点项目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今年以
来，为了切实解决项目单位的“急难愁盼”问题，省级层面共调度4
期59个重点项目建设问题，做到疫情防控与项目建设两不误。③9

图② 5月 6日，河南航投航空制造
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
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科学有序抓好
各项工作。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图① 5月 6日，位于郑州市商都路上的
尚购优鲜超市货源充足，价格稳定。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
“连续执勤确实累，但作

为一名有 27 年党龄的老党
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带头冲在
一线。”张怀新说。

“我先去单位，小区封控
再出去就不方便了。”5月 3日
晚上 10 点半，省检察院机关
后勤服务中心干警孙效民一
边和家人交代，一边收拾着简
单的行李，准备赶往单位。

“你是党员，你不冲，谁往
前冲？”省女子戒毒所二大队
大队长胡丽娜告诉记者，此次
进入场所执勤前，家中的老母
亲这样叮嘱她。

当前，在各个疫情防控服
务点有许多干警坚守着，他们
是党员、是志愿者、是疫情防
控一线的坚强力量，他们为群
众把好关、站好岗，用辛勤付
出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宁。

“我在岗”为群众
送“定心丸”

这几天，省商务厅市场运

行处副处长李冠卿的手机几
乎成了“热线”，保证物资运输
车辆通行、监测商超物资是否
充足、监测各地物资是否有异
常……这些工作都离不开电
话。

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郭
海燕向记者介绍，李冠卿所在
的市场运行处由 10名党员组
成，从5月 4日以来，处室同志
全员上岗，办公室的灯基本没
有关过，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吃住在办公室。

“其实这早已成为他们的
工作常态，每一个节假日、每
一轮疫情、每一次应急事件，
他们总在为保证群众生活物
资运得来、不断档、不脱销、供
得上奔忙。”郭海燕说。

据统计，自5月 3日以来，
省商务厅已发放生活必需品
运输车辆通行证 8150 张，累
计通行车辆 8.5 万趟次，运载
物资 84万吨。“看到货架上摆
满了生活物资，就感到我们的
辛苦都值得。”李冠卿说。③5

“我是党员，我来报到！”

5月 5日，许昌市骏景中央公园小区，居民在进行核酸检测
采样。⑨3 吕超峰 马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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