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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可欣 陈小平
本报通讯员 卫文昌

初夏的郑州，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省直和
中央驻豫单位深入开展“双报到”志愿服务活动，
截至5月10日18时，2.3万余名省直和中央驻豫单
位的党员下沉社区，就地转岗成为社区志愿者。他
们是群众身边暖心的“志愿红”，更是战“疫”的重要
骨干力量。“党旗红”“志愿红”交相辉映，党群干
群共同奋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闻令而动 就地转岗

郑州发布73号通告后，省委直属机关工委第
一时间响应，向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发出《省直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书》，向各级党组织发
出《关于落实“双报到”机制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的
通知》，要求党员干部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人员科学
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充分发挥省直
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两个作用”，在疫情
防控一线锤炼能力作风。

“伊河路社区抗疫服务岗太抢手，一不留神
就被下沉的志愿者抢完了！”连日来，省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的王俊峰每天一早就去抢占“岗位”，穿
上“红马甲”的他常常一忙就是一整天。

一声声“我报到”在微信群中刷屏，一个个
“红马甲”在社区里涌动。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
的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的严密防线。

齐心协力 共战疫情

“全体医护人员停止假期、立即到岗到位，所属
医疗卫生机构派出医护人员下沉社区抗疫一线，全
力保障群众就医。”“立即向居住地所属社区报到参
与疫情防控，并做好群众宣传引导服务工作。”……

各单位发出的“动员令”“倡议书”变成了大
家的担当实干。社区里，党员志愿者化身“守门
员”，在小区出入口守住第一道防线；化身“服务
员”，在核酸检测点维护秩序；化身“快递员”，把
生活必需品送到群众家门口。

社区外，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依托常态化联络
服务机制，指导参与联防联控的基层党组织与社
区精准对接，供给资源力量，号召省直机关立足
部门职能全力以赴保供应、保特需、保经济、保应急、保稳定。

省委组织部除值班值守党员外，其他170名机关党员干部全部下
沉到110余个居民小区开展志愿服务。省纪委监委联合上蔡县黄埠镇
小王营村向郑州市祭城路街道正光街社区捐赠 1万多斤蔬菜；省自然
资源厅向社区捐送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防疫物资30余箱……

一线练兵 锤炼提升

省政府办公厅的鲍士明住在心怡路26号院，5月 6日，小区发现2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实施封控管理。穿上“红马甲”的鲍士明第一时
间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帮大家解决各种困难，并为大家协调制定了39.8
元的平价蔬菜套餐。

河南博物院的林晓平在社区报到后成了流调员。“林大姐的耐心、
细心和将心比心让我们社区流调工作开展得很顺利。”惠济区迎宾路
办事处月湖社区书记孙琳说。

“双报到”就地转岗为社区志愿者，省直机关党员干部将疫情防控
一线作为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战场，他们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解决问题出硬招、用实招，共同筑起安全坚实的防疫屏障。省委直
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李云表示：“省委直属机关工委将以‘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推动省直机关持续巩固深化拓展‘双报到’机制，
确保服务中心大局、服务基层群众‘来之能战、战之能胜’！”③7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5 月 13
日，郑州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
期间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

按照《决定》，处于商场、超市、电影
院、会场、展馆、机场和酒店等公用区域室
内人员密集场所时；乘坐厢式电梯和飞
机、火车、长途车、地铁、公交车、出租车
（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处于人员密
集的露天广场、剧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时；
医院就诊、陪护时，接受体温检测、查验健
康码、登记行程信息等健康检查时；出现

鼻咽不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时；
在餐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应当规
范戴口罩。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
间，规范佩戴口罩和使用场所码是“以最
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的有效举
措。

做到“一门一码”“一店一码”“一场所
一码”。《决定》要求，机关、社会团体、企事
业单位，各类公共场所、经营场所、住宅小
区、建筑工地、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网约
车）等的管理者、经营者，应当主动申领并
在醒目位置张贴悬挂场所码，做到“一门
一码”“一店一码”“一场所一码”，逢进必

扫。
对于无法使用场所码的老年人、未成

年人、视障听障残疾人等群体，《决定》要
求相关场所应当提供纸质登记等替代措
施。未佩戴口罩、扫码的，场所管理者可
以拒绝其入内。

个人未规范佩戴口罩、使用场所码的
将被罚。按照《决定》，场所的管理者、经
营者应当履行本场所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同时明确，个人未按照规定规范佩戴
口罩、使用场所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给他人
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为了您和
他人的健康，上车后请全程戴好
口罩……”5月 14日上午，伴随着
公交车的提示音，家住许昌市许
州路附近的张海军在扫码、测温、
刷 卡 后 ，坐 上 了 一 辆 6 路 公 交
车。“从今天起，公交车开始运营
了，我感到特别高兴。”他说。

5 月 13 日晚，许昌市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
14日零时起，动态调整中心城区
疫情防控措施，各级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有序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和生产经营（封控区、管控区除

外）；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逐
步恢复正常运营；公共服务场所
有序恢复开放，但各旅游景区、休
闲娱乐场所暂不开放，餐饮场所
堂食暂不恢复。

截至14日8时，许昌市本轮疫
情共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22例、无
症状感染者228例，已全部闭环转
运至定点医院救治。5月12日、13
日，在许昌市举行的第十轮、第十一
轮全员核酸检测中，发现的阳性感
染者全部集中在隔离管控区域。许
昌市已实现社会面连续两天零新
增，取得了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
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③6

□本报记者 杨凌

5月 14日 4时，张娜和她的同事们就开始了一
天的劳作。郑州恢复堂食的第一天，位于红专路经
一路交叉口附近的清宴胡辣汤闭店 10天后，在周
六清晨再次迎来新老顾客。

“4点半就来了第一位顾客。”在门口专门负责
测温并检查顾客健康码的王师傅说，“5点多钟顾客
就陆续多了起来，大家好像攒了好几天的劲儿。”

“能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就是幸福。”市民
李先生和妻子点了经典牛肉胡辣汤，肉包子、素包
子、水煎包、油条也要了一些，“被封闭在家的一周，
最想的就是这一口了，看到啥都想吃。”

靠窗边，两位戴眼镜的女生把胡辣汤摆好“造
型”后，拿出手机开始拍照发朋友圈，“一定要纪念一
下，能堂食就代表着正常生活逐步恢复了，我们也不
用上网课了”。高个儿女生开心地告诉记者，她俩是
同学，前几天不让出门，有段时间不见面了，昨晚就
约好次日一早来喝胡辣汤，上午再一起逛街。

比起平时，胡辣汤店里的餐桌看上去摆得很稀
疏。“按照疫情防控规定，我们把桌间距拉大了，以
前能坐60多人，现在坐不到40人。”店主张娜告诉
记者。

中午 12点，胡辣汤锅已近见底。“一般都是卖
到 1点来钟结束。”从凌晨忙碌到现在的张娜脸上
有些疲劳之色，但当听到店员说一上午差不多卖了
5桶胡辣汤后，她开心地笑了：“今天还不错，达到
了平时的量，希望以后越来越好！”③7

实现社会面连续两天零新增

许昌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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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店“戴口罩”“扫码”不能忘

“四方食事，不过一

碗人间烟火。”5月 14日，

是郑州此轮疫情防控后

恢复堂食的第一天。堂

食恢复，是郑州即将“满

血归来”的讯号和报晓。

本报记者分三路聚焦郑

州人的早餐、午餐和晚

餐，还原“堂食三餐”里的

郑州烟火气。③7

堂食三餐 烟火可亲

□本报记者 何可

5月 14日中午时分，郑州市冉屯东路一家
不起眼的烩面馆门口，三三两两的食客按规定
扫码进店，开启了久违的堂食。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羊汤烩面端上桌，食客
们大快朵颐，空气中弥漫着羊汤的香气。“来这
儿要上一份小菜，吃上一碗筋道的烩面，感觉
真得劲！”市民孙建国说。

“终于吃上了烩面！这十来天，我每天都
在家里自己做饭吃，最期待的就是它！”郑州市
民张星宇是一位美食爱好者，堂食暂停期间他
最想念的美食就是老式烩面。堂食开放第一
天，张先生就陪着妻子儿子赶到街角的小烩面
馆，“还好来得早，按规定限流，来晚的人要在
店外等一会儿。”

“店里的员工这几天忙着店内消杀、原材
料备货，忙得很！”烩面馆负责人告诉记者，为
保证用餐安全，面馆在入口处张贴了场所码，
每位食客在入场前都要扫码、测体温。同时，
工作人员一天两次体温检测，严把食材安全
关，严格规范加工制作流程，坚决杜绝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

“烩面是咱郑州的特色美食，适宜小锅现
烩现吃，尽管有烩面坯出售，但是自己在家里
难以做出面馆里的味道。”张先生感慨，“烩面
代表着‘郑州味道’，这浓浓的烟火气给人的感
觉真好！”③5

□本报记者 李林

暮色降临，华灯璀璨。
恢复堂食的第一天，郑州的夜风轻拂。隐隐而

来的喧嚣，来自一家家餐厅。
在国基路一家湖南菜馆，不到晚上6时，已有顾

客三三两两登门而来。“我和几个闺蜜昨天就约好
了，恢复堂食后要聚一聚。”韩爽是90后，因为疫情，
前段时间只能在网上和闺蜜们聊天，堂食恢复，她们
迫不及待邀约相见，享用美食。

餐厅入口处，韩爽一行人自觉扫码、测量体温。
“就餐多了程序，但这样让人放心。”说话间她们始终
戴着口罩，表示用餐时才会摘下。

陈坛辣子炒肉、汁水牛腩、擂椒鸡蛋……一盘盘
色香味俱全的菜品端上餐桌，她们大快朵颐，感叹堂食
来之不易，对生活多了一份更加真切的感恩与珍重。

餐厅的客人渐渐多了起来。店老板告诉记者，
为堂食恢复他们做了充分准备，提前两天开始打扫
清洁，购买了不少新鲜食材。“今天恢复开张，生意比
预想的要好。”店老板说，中午闭店后，又赶忙补充了
些供不应求的食材。

记者沿路观察，与湖南菜馆相邻的10余家大大
小小的餐馆都灯火通明。透过大大的落地窗，总能
看到不少食客或津津有味，或推杯换盏，一幅生活里
最寻常也最可亲的烟火模样，让人莫名心动。

此时，压轴菜——沸腾鱼上桌了，韩爽提议：“疫
情总会过去的，来，让我们为以后红红火火的日子，
干杯！”③7

一幅让人心动的
生活画卷

5月14日，郑州市餐饮业逐步恢复堂食，市民又吃到了久违的美食。⑨4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晓敏）5月 14日下
午，两架从上海飞来的专机先后降落在
新郑国际机场停机坪。机上坐的是我省
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队员们，他们在上
海奋战了 39天、圆满完成支援任务后，
回到家乡。

停机坪外，10辆大巴挂着欢迎条幅
安静地等待着。

河南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共 268名
队员，分别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
肿瘤医院、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河南省直三院、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 6家省直医院和许昌、
平顶山、新乡、濮阳、安阳、驻马店、焦作
等地的医院。

4月 3日，在接到支援上海核酸检测
任务通知后，我省迅速集结队伍，4月 4

日，作为先头部队，两个气膜方舱实验室
被运抵上海；4月6日，268名队员紧随其
后，乘专机抵达上海的当天即投入工作。

为了加快行动，整支队伍被分为 8
个分队，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3—14个小
时。经过 39天的连续工作，我省援沪核
酸检测医疗队总检测核酸样本1295873
管，其中，检测阳性管数1926管，阴性管
数 1293947管，为上海市疫情防控贡献
了河南力量。

河南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撤离时，
上海警车开道送往机场，沿途很多上海
人隔窗摇旗相送。

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四级调研员张
小燕说，268名队员归来后，我省会统一
安排他们进行14天的集中隔离休养，然
后再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③7

河南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归来

5月14日，我省援沪核酸检测医疗队队员们陆续走下飞机。 于昆鹏 摄

（上接第一版）
王凯强调，要坚决树牢底线

思维。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各
级领导干部要沉着应对、坚韧不
拔，有效管控风险，做到见微知
著、抓早抓小。要强化统筹兼
顾，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努
力实现多重目标的最优平衡。要
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要知责明责担责尽责，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加
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扎实工作、
克难攻坚，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孙守刚、费东斌、何金平、刘
玉江参加会议。③7

千方百计助企纾困稳定就业
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上接第一版）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像郑州技术交易市场这样疫情
防控与科创研发“两不误”的活跃

“细胞”，在中原科技城还有很多。
“经过反复试验，我们的 3D

相机在工业臂上使用的精准度又
上了一个台阶。”中原动力智能机
器人有限公司机器视觉算法工程
师张泽阳说，疫情防控期间，他和
同事们居家研发，与远在新疆的
用户线上对接，成功提高了工业
臂视觉精准度，让千里之外的智

能机器人有了更明亮的“眼睛”。
“疫情防控期间，科技创新不

能停，我们组织工程师居家研发，
线上解决各类技术难题。”中原动
力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兼首席技术官万里红说，防疫、
科创“两手抓”“两不误”，他们已
经按照年初的计划在 5月上旬完
成了二代巡检智能机器人的调试
和多项工业机器人的技能提升。

中原科技城，科技之光在闪
耀，未来可期！③5

中原科技城建设快马加鞭

一碗烩面里的
“郑州味道”

早餐

一天的幸福
从一碗胡辣汤开始

午餐 晚餐

郑州各大商场每日实行无
死角消杀，严格实行扫码进入。
图为5月14日，建业凯旋广场工
作人员在进行消杀防疫。⑨4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