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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敏）记者 5月 13
日获悉，我省正在加快构建步行15分钟
核酸检测“采样圈”，原则上城区每 3万
人设置一个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

根据《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方案（2.0版）》要求，河南各地将按
照就近、便民、常态、科学的原则，在居民
区（大型社区、城中村）、交通场站（机场、
火车站、汽车站等）、办公区域（工作园区、
大型企业等）、大型商超（商场、超市、农批
市场等）、大型户外场所（公园、体育场
等）、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店周边、
大型建筑工地等场所合理配置便民核酸
检测采样点，提高居民核酸检测采样便利
度。原则上城区每3万人设置一个采样
点，以固定点为主、流动点为辅，减少人员
聚集，各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要公示服务
时间，原则上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检测机
构采样点提供24小时服务。

记者在郑州街头发现，不少大路口
已设置了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郑州市
商都路上一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混采
4元，单采24元，与医院价格一样。

在业内专家看来，15 分钟核酸检
测“采样圈”不仅能给老百姓提供便利，
还可提升疫情监测预警灵敏性，在疫情
规模极小的时候发现疫情，以较低的成
本扑灭疫情。③7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月13日同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米拉
诺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克建交 30年来，双
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关系历
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在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克政治互信牢固，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取得积极成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福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克携
手抗疫，谱写了两国友谊新佳话。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克关系
发展，愿同米拉诺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
建交 30 周年为契机，巩固两国政治互
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引领中克关
系实现更大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米拉诺维奇表示，克中建交以来，两
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效显著。相信双方
将继续携手努力，深化伙伴关系，拓展合
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克罗地

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互致贺电。李克强表
示，中克务实合作富有成效，佩列沙茨大
桥、塞尼风电等互利共赢项目树立了中
克、中欧合作的典范。中方愿同克方加
强沟通交流，巩固传统友好关系，拓展务
实合作领域，不断推动双边关系走深走
实。普连科维奇表示，30年来，克中关
系深入发展。克方将进一步发挥积极作
用，推动克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就，造福
两国人民和子孙后代。

□薛世君

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大厅的地砖，

因为多年来数千万全国各地党员干部群

众前来参观瞻仰，一度被磨损得变白。

从纪念馆入口到大厅的焦裕禄塑像之

间，米黄色的地砖或中间因踩踏而泛白，

或边缘因磨损而褪色，那是无数前来瞻

仰者的足迹。地砖磨损得有多白，就说

明大家对焦裕禄的崇敬之情有多深。

与焦裕禄纪念馆百里之遥

的开封博物馆内，镇馆之宝是一

座《开封府题名记》石碑，上面刻

有北宋183位开封府尹的姓名，

其中包拯的名字因为被人们抚摸

千年，变得几乎模糊不见，留下一

道深深的凹痕。凹痕有多深，就

说明包公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

岁月留下的痕迹，安静地倚在时光

深处，看花开叶落、流年转换，也见证心

之所向、行之所往。焦裕禄和包拯，一

位是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一位是清正无

私的楷模；一位精神历久弥新，一位声

名千古传诵。而磨损的地砖和深深的

凹痕，是国人最朴素的情感表达，是群

众对这样的好官、清官敬仰爱慕的见

证。百姓心中有杆秤，谁为人民谋福

祉，人民永远怀念谁。

百姓谁不爱好官？大家缅怀敬仰

焦裕禄，就是因为他始终把人民群众放

在心尖上，治盐碱、抗风沙、斗内涝、战

贫困，因为他身上那种“亲民爱民、艰苦

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的精神，因为他“对群众的那股亲劲、抓

工作的那股韧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

因为他“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

系”的人民情怀。

饰演过焦裕禄的著名演员

王洛勇，曾在焦桐前深情朗诵过

一首诗，其中有句“谁懂得把人

民捧得很高很高，人民就会把你

高高地捧起举起。谁把自己放

得很低很低，人民就会把你深深

地埋在心里”，生动体现了焦裕禄事迹广

为传颂、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的原因。

“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

上好日子。”守好人民的心，广大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就要像焦裕禄那样，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如此“绿

我涓滴”，定然能“会它千顷澄碧”。1

本报讯 5月14日，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推出的特别直播节目《走进老
区看新貌》播出河南篇。特别直播节
目通过行进式、互动式的直播报道，引
领观众、听众走进河南革命老区，充分
展现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老区发
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河南革命老区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5月 14日 10：00，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新闻频道、央视新闻等平台播出
《走进老区看新貌·河南篇》，时长约1
个小时；11：00，中国之声、云听等平
台播出《走进老区看新貌·河南篇》，
时长约30分钟。

河南是我们党开展革命活动和
建立党组织最早的省份之一，革命老
区量多面广，全省 158 个县市区中，

122个有革命老区，革命老区现有人
口 5565 万 ，约 占 全 省 总 人 口 的
52%。其中，中央重点支持的大别山
革命老区和太行革命老区包含河南
34个县。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传承
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砥砺奋进，
锐意改革创新，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
勇争先，谱写了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的绚丽篇章。去年，河南省重点革命
老区（大别山革命老区、太行革命老
区）地区生产总值 10210.18亿元，占
全省比重达17.3%，是 10年前的2.57
倍；人均GDP达 5.38万元，是10年前
的2.23倍；城镇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
入都达2012年的2倍多，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
入年均增速高于全省年均增长水
平。③8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冯芸 归欣 马涛）
5 月 13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法治河南建设、南
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交通基
础设施规划等工作。省委书记楼阳生
主持并讲话。

会议深入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精神等，指出要坚决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
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把抓紧抓实
疫情防控作为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
体现，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
针，尽快实现社会面和隔离点“双清
零”，全力扑灭此轮疫情；不断完善、加
强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建立 15
分钟核酸检测“采样圈”，形成 48小时
常态化核酸检测，推动人员密集公共
场所全部建立场所码，按照“一市一策
一方案”，加快建设集中隔离场所，持
续提升疫情防控能力和体系科学化、
精准化、实战化、有效化水平。

会议讨论通过了 2022 年度建设

更高水平法治河南工作要点，指出要
牢牢坚持正确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
全面依法治省全过程各方面，切实增
强宪法意识，坚定维护宪法尊严和权
威，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南、
法治河南。要提高普法工作针对性、
有效性，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
治理、日常生活，加强青少年法治教
育，持续提升公民法治意识、法治素
养，形成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
环境。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紧密结
合基层实际，高质高效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注重“大块
头”“小切口”相结合，探索“一事一
法”，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作用。要发挥“关键少数”
作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坚定法治信仰，依法履职用权，不
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
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的能力。

会议听取关于推进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会议主要精
神及我省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我省
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
首所在地，要坚决扛稳重大政治责任，
围绕水源安全、干渠安全、运营安全抓
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一渠清水永续
北送。要抓住国家推动南水北调后续
工程高质量发展机遇，以工程性治水
为治本之策，系统谋划实施水利工程
项目，争取纳入国家规划“大盘子”。
要认真总结去年应对特大洪涝灾害的
经验教训，科学研判、准确把握今年防
汛形势，强化推演调度，完善应急预
案，全力确保南水北调中线河南境内
工程安全度汛。要切实抓好移民安置
后续帮扶工作，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因地制宜推进移民
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生态产业，帮助群众在致富道路上走
得更稳。要全面推进“五水综改”，涵
养水源生态、开展水权确权、兴修水利
工程、建强水工队伍、做好水务产业，
以系统观念做好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大文章”。
会议听取关于我省交通规划有关

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把准导向、前瞻规
划，持续巩固提升郑州国际性综合交
通枢纽地位，把建设现代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与壮大枢纽经济、培育平台经
济结合起来，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推
动交通体系、物流枢纽、产业发展互动
融合，变“流量”为“留量”，变区位交通
优势为枢纽经济优势。要加快建设、
靠前发力，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
功能和发展模式，注重培育壮大本土
勘察规划设计主体，整合轨道交通、航
空、公路、航运等运输运力资源，实现
一体衔接、多网融合、多式联运，持续
放大协同效应，为现代化河南建设提
供坚实支撑。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建立健全党史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实
施意见、事业单位聘任制领导人员管
理办法、省管企业领导人员选聘和管
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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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郑州市商都路便民核酸检测采样点，市民在进行核酸检测采样。⑨4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每年临近这个日子，我的心里都可不好受。”5
月 12日，83岁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专家杨
璧卿又一次湿了眼眶。

今年 5月 14日是焦裕禄逝世 58周年纪念日。
杨璧卿是焦裕禄在郑大一附院（原河南医学院附属
医院）度过生命中最后53天时的管床大夫。

58年来，那段日子、那些故事她已记不清对多少
人讲过。“点点滴滴都是焦裕禄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杨璧卿说，传承他的精神，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他从不搞特殊

“他刚住进来时，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县委书
记。”杨璧卿说，被“强制”送到郑大一附院治疗时，焦
裕禄已是肝癌晚期，住在普通病房里的他比普通老
百姓还要谦逊。

每次医护人员查房，焦裕禄都会强撑着微笑示
意，表示感谢。杨璧卿他们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一
进焦裕禄的病房就赶紧摆手说“焦书记，你别动你别
动”。“可是他再难受也要欠一下身。”杨璧卿说，他对
医护人员的尊重，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想掉泪。

“焦书记每顿饭只能吃几小口，瘦得皮包骨头。
我们很心疼，说‘医院有营养餐，书记你报饭时报好
点’，他只是笑笑，还是吃稀饭面条，连鸡蛋面汤都不
舍得喝，更别说营养药了……”杨璧卿说着又哽咽了。

那时医疗条件有限，肝癌晚期病人非常痛苦。
“焦书记疼得顺脸流汗，可他还是不让医生给他打止
疼针，说要把止疼针留给更需要的病人。”杨璧卿说，
当时的止疼针只有吗啡，一个病区的量也不多，焦书
记怎么忍心别人受罪？

“作为一名党的干部，他一生都做到了把老百姓
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杨璧卿说。

他信念坚如铁

焦裕禄住院时就已确诊为肝癌晚期并腹腔、全
身皮肤结节转移，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书。那时治
疗手段有限，癌症患者经常疼得不停呻吟，焦裕禄实
在受不了了就拿烟头烫自己手臂，也从来一声不吭。

“兰考有一把被焦书记顶破的藤椅，郑大一附院
也有一把这样的藤椅。”杨璧卿说，知道焦裕禄是县
委书记后，医院对他的照顾就是在病房里放了一把
藤椅，让他能坐得舒服一点。因为疼痛，焦裕禄经常
用胳膊肘顶住藤椅，好给紧按肝部的手加把力，结果
没多久藤椅就被他顶了个洞。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 逯彦萃）
5 月 13 日，记者获悉，在郑州市市
场监管局等部门的指导下，河南省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分会建立了
郑州市冷链数据监控平台，对全市
冷链食品存储、运输进行全方位数
据分析和监测，并发布 4 月郑州市
冷链食品安全智慧化监管报告。全
国首份区域性冷链行业大数据监管
报告由此出炉。

报告显示，郑州市冷链数据监
控平台监管到的企业共 301 个，主
要分为餐饮、流通和生产三大类，
实现了针对冷链食品“从生产间到
餐桌上”的全链条监控。郑州市多
个区域的 1135 辆冷链运输车、632

个冷藏/冻库在平台接受监管，其中
接入平台前置仓总数达 546个。

从对郑州市各区域的冷链食品
企业进行综合监管的结果看，郑州
市冷链食品温度合格率整体表现较
好。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
长李鹏介绍，当前在国内，冷链物
流数字化程度较低，冷链环节导致
的“生鲜乳”腐损率远远高于发达
国家。冷链流通领域数字化监管是
大势所趋，我省已经走在了前列。
郑州市通过搭建冷链数据监控平
台，实现了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全
流程监管。

为进一步强化冷链食品安全，
郑州于去年提出用 3年时间，将冷链

食品贮运环境的温湿度数据纳入平
台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和冷链物流
企业将提高站位、联防联控，扎实推
进冷链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郑州市
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朱忠锋表示，3
年内郑州将实现大型冷库 100万平
方米、冷链运输车辆 3000 台、冷藏
冷冻前置仓 1500 间的温湿度数据
接入监管平台，并实现温湿度数据
的在线监管、智能分析和风险分级
预警。届时，一旦发现疫情风险，可
以立刻追查传播路径和影响范围，
迅速切断传播链路；一旦出现食品
安全问题，可以通过数据追溯所有
环节，迅速找到风险点，真正实现舌
尖安全不掉链。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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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链监控冷链 舌尖安全不掉链

全国首份区域性冷链行业大数据
监管报告由郑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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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构建15分钟核酸检测“采样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