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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斌）近日，省
公安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贯彻落实意见，要求全省公安机
关充分履职尽责，积极服务保障疫
情防控工作。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5月
5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
肯定我国疫情防控取得的成绩，深
刻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对抓紧
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为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注入了强大动力。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全
力参与做好局部聚集性疫情处置
工作。要在全面落实疫情防控要
求的同时，认真落实助力“六稳”

“六保”、优化营商环境等便民利
企政策措施，积极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要保持社会面高等级
防控勤务，全力做好维护安全稳
定工作。要扎实做好公安监管场
所、窗口单位等重点场所常态化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公安机关内
部安全。③7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
积极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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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晚，我省 14 个省辖市共派出
7607名医护人员支援郑州核酸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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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斌

5月 9日 7时许，迎着蒙蒙细雨，郑州交
警五支队五大队大队长田广金早早来到花园
路东风路交叉口的执勤点。

这几天，路面上行人、车辆大幅减少，可
田广金和同事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人员转
运秩序维持、交通管控、日常巡逻……

刚上岗时，雨下得小，田广金也没在意，索
性不穿雨衣在寒风中穿梭。警帽上的雨水一
直往下滴，打湿了后背，他浑然不觉。雨势渐
大，他才赶紧返回岗楼把雨衣穿上。临近中
午，他吃上了当天第一顿饭，湿漉漉的衣服也
被体温暖干了。

这几天，战友们不分昼夜奋战在一线，作
为大队长，田广金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关心着
大家：替战友站岗，让他们吃口热饭，为战友
送去警用防护服……他说，特殊时期大家相
互扶持，也是同心战“疫”的力量所在。

在金水区花园路街道办事处甲院社区，
省公安厅青年民警单攀阁第一时间向社区报
到，成为一名志愿者。

“我是青年党员，又是警察，请多给我排
班吧！”单攀阁向社区提出要求。5月 9日 7
点 30分，穿上红马甲，她早早来到了工作地
点。她的工作是做好小区出入居民的证件查
验。雨天路滑，在查验证件之余，她还帮行动
不便的老人拎菜、推轮椅。

疫情来袭，郑州公安全员在岗。他们的
身影活跃在街道社区、核酸检测点、高速交通
卡口等。风雨中、烈日下，他们坚定逆行，筑
起一道让人心安的藏蓝防线。③7

这抹藏蓝
让人心安

□本报记者 李林

疫情之下，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置，也
是人们关心的焦点。在郑州，有一批特
殊的“大白”，他们的辛劳付出，只为让市
民“宅家”时生活环境保持干净、整洁。

凌晨 5点，金水区城市管理局渠西
路环卫中转站站长许玉凤，已经穿好防
护服，戴好手套和口罩，开始对垃圾中
转站进行全面消杀，各类垃圾和中转站
内的墙面、地面、站台、压缩装置等都要
喷洒消毒液。这样的“固定动作”全天
会重复6次以上。

这段时间，该区机械化清运车队队
长王超也忙坏了，他和队员们每天晚上8
点至凌晨5点对辖区23座垃圾中转站进
行清运作业，9点又开始“连轴转”，对封

控小区、健康关爱中心内生活垃圾进行
清运作业。

为安全处置“特殊垃圾”，王超还第
一时间组建了“党员先锋突击队”，配置
齐全的防疫防护物资，调配了专人、专
车，每天对辖区各环卫中转站、封控小
区、健康关爱中心实施垃圾收集清运作
业，专线直运至垃圾焚烧场专项处置，
防止二次污染。

“大伙儿现在每天都提前和延后上
下班各一小时，只想为防控疫情出点儿
力。”金水区机械化公司经理侯延斌对
记者说，目前金水区每天出动社区生活
垃圾收集车899台，生活垃圾外运车辆
120 台，中转站及垃圾外运人员 345
人，平均每日清运中转站生活垃圾
1000余吨。③7

为保供“奔跑”
不停歇

□本报记者 李倩 李晓敏

5月 10日清晨 5点，“大白”们的身
影就出现在郑州各个小区。这其中包
括 7607 名从全省 14个省辖市驰援郑
州的“大白”，这是他们支援郑州核酸检
测的第7天。

刘学梅就是其中一员，作为南阳医
专第二附属医院医护人员的领队，她和
9名队员在 5月 3日晚 10点接到医院
紧急通知后，连夜坐上前往郑州的大
巴。5月 4日早上 6点一抵郑，大家匆
忙放下行李，未作休息，就立刻分赴不
同的小区开展核酸采样工作。

如此忙碌是援郑“大白”的日常，
而郑州人民也体贴记挂着援郑“大
白”。

5 月 10 日一大早，在郑州市惠济
区迎宾路街道月湖社区的核酸检测
点，刘学梅把一封感谢信递给社区工
作人员李志红。信上说：“感谢你们送
来的十多件御寒的棉衣，让我们心里
热乎乎的……”

“大家出发时都很
匆忙，也没带厚衣服。
昨天特别冷，有的队员
冻得打哆嗦，看到群众
自发送来的棉衣，感觉
我们就像家人一样。”刘
学梅说。

“月湖社区居民人数
多，我们一个采集小分队
日均采样量在 9000 人左右，
大家常常是站着或蹲着吃点午
饭。为了疫情早日结束，这点苦
根本不算啥。”刘学梅告诉记者。

让援郑“大白”感念挂怀的，还有这
些天一起并肩战斗的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每天一大早，大家就开始布置
场地、组织居民，刘学梅说：“每当走上
工作台，看到居民有序等待，我们也很
感动，正是大家的相互配合，使核酸采
样效率不断提高，一天比一天快。”

李志红对刘学梅说：“其实应该感
谢的是你们，谢谢你们冒着风险来支援
郑州！”③5

“谢谢你们冒着风险支援郑州”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为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
工作的重要思想，引导和鼓励广大
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
召，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边远地
区建功立业，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近日，中央宣传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
布20名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
生”先进事迹。

王海洋、史晓刚、刘攀飞、杨晓
帅、吴书香、沈富琼、张可、陈玮、林
文婕、和倩如、赵剑、秦倩、袁辉、高
承龙、郭慧慧、龚钰犇、崔久秀、雍朝
斌、戴贝贝、魏静等20名“最美基层
高校毕业生”，是新时代基层高校毕
业生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的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一线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有的投身疫情防控和卫生健
康事业守护人民生命安全，有的坚

守三尺讲台倾情奉献乡村教育，有
的科技报国矢志创新攻克技术难
关，还有的扎根司法援助、就业帮
扶、农业生产、志愿服务等基层一
线，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
民生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小我融入大我，青
春献给祖国”的责任担当，成为“到
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优秀榜样。

发布仪式以“让青春之花绽放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为主题，20
名“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围绕学习
贯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
难险阻，勇担时代使命”要求，用亲
身经历讲述了基层奉献、成长成才、
至诚报国的感人故事。中央宣传
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同
志为他们颁发了“最美基层高校毕
业生”证书。

2021年“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
先进事迹发布

图① 5月 8日，郑
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
局党员突击队员在疫情
防控处置工作结束后合
影留念。⑨4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图② 5 月 8 日，宁
静的郑州街头秩序井
然，环卫工人正在进行
道路清洁。⑨4 本报记
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杨凌

疫情之下，如何确保市民每天都能吃上
新鲜的蔬菜，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城
市的公路上忙碌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每天凌
晨三四点就开始工作了，53岁的货车司机张
义昌就是其中一位。

5月 10日凌晨 3点多，张义昌驾驶着自
己的轻型卡车，把头一天到万邦农产品物流
城采购的水果玉米、长豆角、黄皮尖椒、胡萝
卜、西蓝花等30多个品种的蔬菜送到了位于
郑州市南三环的赞巴啦农贸市场，“郑州市内
菜市场的商户一般都会在早上五六点来赞巴
啦农贸市场批发蔬菜，所以我们得在 5点前
就把菜送到”。

1998年张义昌从安徽阜阳老家来郑州
做蔬菜运输生意，20多年来跑车送菜，他基
本上每天都要跑一趟。“政府想得很周到，为
我们这些保障民生供应的车辆专门办了通行
证。”张义昌告诉记者，“每一个防疫检查点，
对持通行证的车辆都有绿色通道，查验了健
康码和行程卡，一看有通行证，很快就放行
了，很方便！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担心新鲜蔬
菜的供应。”

和张义昌同样是货车司机的李大同跑的
路程远多了，5月 9日，他刚从云南拉到万邦
农产品物流城一车水果玉米和生菜，到上午
10点多的时候，这一车货品已经批发出去了
一多半。“市场给办了通行证，所以一路还比
较畅通。”他说。

据了解，每天万邦农产品物流城都会进
出粮油、米面、肉类、蔬菜等各类农产品 3万
多吨，这些农产品在万邦中转后，最终到达百
姓的餐桌。而这背后，保障物流通畅，确保食
品新鲜的，正是这些多年如一日“奔跑”在路
上的货车司机。③5

城市“清运使者”连轴转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王延
辉）5月 10日深夜，郑州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
告，自 5月 11日零时起，调整主城
区疫情防控措施。

调整封控、管控区域，封控区
严格落实“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
务上门”，管控区严格落实“人不出
区、严禁聚集”，按照规定进行核酸
检测。

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恢
复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封控
区、管控区除外）；机关、企事业单位
要落实法人主体责任和防控指南。

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
市域内班线客运恢复正常运营，私
家车继续实行工作日三环以内每
天限行两个尾号的政策。

中小学、幼儿园恢复线下教
学，严格闭环管理，建立教职员工
及学生健康监测制度，落实晨、午
检。封控区、管控区继续线上教

学。高校恢复教学秩序，继续封闭
管理。

旅游景区、公共服务场所恢复
开放，严格落实预约、错峰、测温、
扫码等措施。室内接待人员上限
不得超过容载量的50%，室外不超
过容载量的75%。

非生活必需的密闭性娱乐场
所暂不开放。5月 13日前餐饮场
所堂食暂不恢复。5月 14日起，有
序恢复堂食。

从严从紧从实从细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严控聚集性活
动，非经贸类活动暂不举办，经贸
类活动须经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
审批同意。全市交通站点、卡口继
续落实查验措施，市民群众非必要
不离郑，确需离郑者，须持有 24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
码。市域外人员入郑仍需查验“两
码一证”，即健康码、行程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③7

郑州调整主城区疫情防控措施

（上接第一版）
困难，是一面多棱镜，能照见怯

懦和退缩，更能照见勇毅和担当。
“每 5 秒钟就接一通电话，恨

不得电话长到耳朵上。”每天，郑州
市管城回族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社
会防控部热线电话组工作人员高
超从一大早忙到次日凌晨，接听居
民的各种咨询，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疫情之
下，保障为要。为了解决群众“医”

“食”之忧，郑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畅通保供“大循环”、供销

“内循环”、配送“微循环”，保供车
辆、快递外卖凭证通行，生活物资
储备量提高至平时销量的 5倍，备
货、补货频率提升至日常的 3倍；
封控区外的各小区设计多样的温
暖温情的“出入证”保证居民每天
正 常 出 门 采 购 ；通 过 12320、
12345、“郑在抗疫”平台、“郑好办”
APP等渠道收集社情民意，全力保
障群众就医、生活需求。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
扬。面对艰巨繁重的防控任务，

“天使白”“守护蓝”“志愿红”等挺
身而出，到处都是奋战在基层、坚
守在岗位的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一座城守望相助，千万人聚力
成光。

“不用愧疚，谁都不想这样的”
“ 疫 情 嘛 ，我 们 一 起 挺 过 去 就
好”……郑州韶苑出现确诊病例后
整体封控，确诊女孩在小区群里不
停道歉，居民们接龙暖心回复。

郑州一水果店老板在外地想回

郑州主城区做志愿者被劝阻，随后
捐出整个店的水果送给医护人员。

“秦时明月汉时关，不做核酸
不过关”“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做核
酸都不行”……郑州人以豁达和坚
韧直面疫情。

越是困难时刻、紧要关头，越
能见证心手相牵、同舟共济的真
情与力量。在郑州，4 万多名省
直、市直、区直机关党员干部主动
下沉一线，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
助力基层；全市 27.4 万余名志愿
者活跃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抽调
采样人员 21776 人，其中，我省各
地援郑核酸采样医务人员 7607
人；负责流调溯源、隔离管控、信
息发布、物资保障等的“幕后英
雄”昼夜不停。

以最快速度、最大力度、最短
时间圈住封死疫情，郑州在重新归
来。

深夜，好消息传出，家住中原
区百花路的市民张瑞丹激动得久
久不能入眠，她在微信朋友圈里写
道：“这就是郑州。曙光已现，胜利
在望！”

5月 11日零时，二七纪念塔钟
楼塔钟时针和分针交会在一起，新
的一天来了。

从百年前“二七大罢工”开始，
传承着历久弥新的“二七精神”，吸
吮着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

“敢于斗争、勇于担当”的基因已深
深融入每一位郑州人的血脉，铸就
一座城的品格与精神。

这一刻，又是新的开始；这一
天，又是新的出发。③7

七天七夜

②②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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