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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成立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保障工作专班

为防疫和恢复生产生活保畅通

沈丘县战“疫”不放松 春耕早行动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人勤春来早，备耕正当时。2月10

日，在沈丘县周营镇张营村的西瓜种植

专业合作社，瓜农张富春和妻子在忙着

移栽早春西瓜苗。

“时令不等人。前天，我通过微信视

频，向一家信誉好的农资经营部购买了

两吨西瓜专用肥，化肥很快就送到田头，

又快又方便。”张富春戴着口罩说。

电话一打，农资送田间。周营镇的

农资销售商赵新中在电话中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接触，他

们采取电话、微信下“订单”，直接“点对

点”送到田间地头，这些天已为孟寨、黄

孟营等村送了近10吨复合肥。

沈丘县供销社负责人表示，疫情防

控期间，为了确保农户春耕不受影响，供

销社及早备货源、稳供应。目前，已购进

各种优质复合肥、专用肥共计3000余

吨。同时，充分发挥乡镇（办事处）200

余家农资销售网点优势，一边加强疫情

防控宣传，提高农户防疫意识，一边维护

农资市场秩序，承诺不关门歇业、不哄抬

物价，并采取电话预约、延长营业时间、

送货上门等便民措施，切实服务好广大

农户，做好战“疫”备“耕”。

“我们今年春播经济作物面积将达

6万余亩，春耕任务重，必须提早规划，

提早行动。”该县农机局农机推广站负责

人说，目前有300余台耕整机正在夜以

继日地作业，机械化作业率将达99.7%

以上。

当日，该县赵腰庄村的部分党员志

愿者在组织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也主

动加入了备耕队伍，积极为春耕生产助

力。田间地头忙活的村民都戴着口罩，

地头上还放置着消毒液、洗手液等。

“村上组织党员群众帮我们专业合

作社管理麦田，追施化肥，再创今年粮食

产量新高。”该县十方缘农业合作社负责

人李辉介绍，虽然现在有疫情，但只要科

学地去应对，注意疫情防控事项，做好自

身防护，尽管捋起袖子加油干。

“疫情发生后，全县各级党组织采取

措施应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干

部党员群众防范意识逐步提高。中央作

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和逐步复产复工的

要求后，我们在做好严防严控的同时，有

序组织开展春耕生产，确保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等重点任务

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沈丘县主

抓农业的副县长吕孝坤表示。

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11日，省

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本周全省

气温将明显偏高，冬小麦将陆续进入返

青期，各地应针对不同墒情和苗情，合

理进行水肥管理，长势偏弱的麦田应结

合墒情增施速效肥，以利于保全苗，促

壮苗，促进冬小麦苗情转化升级。

据悉，本周西南部、南部降水较常

年同期略偏多，北部略偏少，其他地区

接近常年同期，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明显偏高。根据当前墒情和作物需

水状况，从现在至2月16日，仅豫北、

豫中个别的县（市）土壤墒情略显不

足，豫东大部、豫西南、淮南局部及豫

中局部土壤相对湿度在90%以上，其

他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本周末将

有一次较强冷空气影响我省，各地做

好设施农业防风加固、防冻保温等工

作，防范降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春季是防治小麦病虫害的关键

时期，各地要密切注意病虫发生动态，

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防治小麦病虫害。

返青期冬小麦
水肥管理要跟上

随着气温的升高，尉氏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抢抓时节做好春耕春种，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图为2月11日，国网开封公司

驻尉氏县邢庄乡甄家村工作队队员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帮助村民检修电力灌溉设施。 李新义摄

本报讯（记者赵川 通讯员李乐乐
国立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省水

利厅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

的工作来抓，迅速行动，全力投入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介绍，省水利厅要求严格河湖管

理，科学调度供水，加强水源保护特别

是农村供水水源保护，确保疫情期间农

村饮水安全。同时，健全完善全省水利

系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强化值班调

度、信息共享、协同作战，确保水利系统

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全面做好

全省水利行业的疫情防控工作。

对于在建水利工程工地，省水利厅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检查督导

工作，重点督导检查工程建设单位是否

落实“堵、防、控”等相关疫情防控措施，

是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等情况，对出入

工地主要通道和施工运输车辆加强查验

管理，并建立工程参建人员健康状况监

测制度，每天早、晚对参建人员进行一次

体温监测，筑牢疫情严密防线。

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11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为组织全省各级团组织

有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助力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按照团章和团费使用有关

规定，经团省委党组研究决定，向18个

市级团委划拨专项团费共计150万元，

用于全省基层团组织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据悉，本次疫情专项团费主要用于

支持基层团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包

括在疫情防控青年突击队和应急志愿

服务中，为直接参加人员购买疫情防控

有关药品、防护物品、必备生活保障和

应急交通保障等支出。

团省委要求，各市级团委要根据疫

情防控工作实际，科学制订分配使用方

案，把资金用在最紧迫最需要的地方，

做到专款专用，确保专项团费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发挥传递组织温暖、解决实际

困难、凝聚团员青年的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2月8日，经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我省成立由省

交通运输厅、省卫健委、省工信厅、省商

务厅、省公安厅等相关单位和人员组成

的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保

障工作专班，专班办公室设在省交通运

输厅，下设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保通保

畅两个工作组。

据介绍，工作专班在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紧紧围绕坚决阻断

病毒传播渠道，保障公路交通网络不断、

应急运输通道不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

活物资运输通道不断的目标，认真落实

“三不一优先”“一断三不断”要求，全面

做好全省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保障的领

导、协调、督促工作。专班继续按照省疫

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部署，结合春运返

程及复工开学时间安排，科学预判客货

运输需求及方向，优先保障疫情防控、能

源供应、交通物流、城乡运行、医用物资、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生产、饲料生产、市场

流通销售等涉及重要国计民生领域的运

输事项，指导全省各地为疫情防控有力

开展、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恢复和经济社

会正常运转提供坚强可靠的交通运输保

障，确保人民群众正常基本生活，确保各

地生产生活平稳有序，为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每天上午8点左右，长葛市董村镇新

王庄村村医王土成，都会准时来到该村的

疫情防控值班点，为当天的值班人员送去

消毒物品，交代注意事项等。

2月10日上午9点，疫情防控值班点

的当班人员已经到岗1个小时，天天准时

到岗的王土成却“迟到了”——他躺在卫

生室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生命永远

定格在37岁。

村里并没有安排王土成值班，
但是每天他都会到卡点

2月11日上午，记者在新王庄村西头

的卫生室内看到，一张破旧的接诊桌上，

摆放着新王庄村疫区返乡人员居家隔离

的家庭消毒记录表和体温记录表，记录日

期停止在2月9日。桌子后边的墙上，挂

着王土成平时穿的白大褂、听诊器和出诊

包，旁边的柜子内装着村里居民的健康档

案。但是，在诊断室内，再也看不到王土

成忙碌的身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新王庄村共排查出3

名途经疫区的返乡村民，他们对3户家庭

实行“三包一”机制(一名乡镇干部、一名

村干部、一名村医包一名隔离人员)，坚持

24小时严格管控，居家医学隔离。

“土成每天都要到隔离人员家庭测量

两次体温，指导他们进行家庭消毒。”该村

党支部书记王资涵说，除了做好隔离人员

测量体温、填表上报日常工作外，王土成

还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让村民们认识

到新冠肺炎是可控、可防、可治的，增强大

家的信心。

新王庄村成立了由村“两委”干部和

无职党员组成的防控小分队，轮流在村里

的卡点值班。“土成虽然不是党员，可他看

到村里党员干部日夜坚守在卡点上，就主

动来协助大家。”该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建停

说，村里的卡点就设在王土成的卫生室门

口，他有时间就上前和大家一起值班，帮忙

给进出人员测量体温。

“现在我们村疫区返乡人员知道回来

怎么做，在家人员怎么防，发现疫情怎么

报，这都有土成的功劳！”王资涵说，为了

做好村民的宣传引导工作，她和王土成共

同起草了关于疫情防控的紧急通知，挨家

挨户进行发放，上面除了村组干部的联系

方式外，还专门留了王土成的手机号码。

为了方便村民看病，王土成卫
生室的灯总是村里最后熄灭

王土成1999年毕业于长葛市卫校，

2005年取得乡村医生资格证后，一直在

新王庄村卫生室工作。

2月8日中午，68岁的赵凤仙经过卫

生室，看到王土成在沙发上斜坐着。“当时

他脸色发白，我扶着他到屋里去休息，还

替他盖上了被子，当时想着是他太累了。”

赵凤仙说，没过一会儿，就又见王土成背

着出诊包从卫生室出来，说是有村民打电

话让他出诊。

“那天夜里12点多，我感到头晕、头

疼，心还有点慌，就给土成打了个电话，他

很快就来家里给我看了看，然后又回卫生

室把药包好，给我送了过来。”赵凤仙告诉

记者，除了平日随叫随到外，王土成还会

“不请自来”，白天去看个病，王土成晚上

还会抽时间来家里再看看。

村民王洋是最后一个见到王土成的

人。“10号凌晨0点17分，我妻子肚子不

舒服，我就给土成打电话，他说还没休息，

我就到卫生室找他拿药。”（下转第二版）

一名乡村医生的责任担当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杨伟峰左瑛君张瑞敏

省水利厅

疫情期间确保农村饮水安全

团省委划拨150万元专项团费

支持基层团组织做好疫情防控

长葛市董村镇新王庄村村医王

土成，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连续

奋战，深夜倒在了诊所，再也没有起

来。

一个村医的倒下，也许在方圆十

里八村村民一阵惋惜和心痛之外，许

多人并无意去多想。但是，适逢新冠

肺炎疫情这个魔怪肆虐之际，我们必

须从这个悲壮的事件中，提炼出我们

所需要获取的感悟和能量：

越是艰难凶险的事情，越离不开

普通群众的支持配合。村医们都是

普通人，但他们愿用自己的努力，以

英雄无畏的壮举，去阻止疫情的肆意

蔓延。他们的行为昭示，英雄也有一

个普通人的脸，英雄就在普通民众当

中。党中央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

面加强，任何一项防疫措施，都离不

开群众的支持。这就是习总书记强

调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

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

的源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和强化具有时

代内涵的群众观点。过去的基层干

部习惯于布置工作念文件，检查工作

转转圈儿。现在面对大的疫情，一定

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与基层群众共守

一个点儿，看好一个片儿，把控一个

面儿，同时，还要做人民群众的引导

者和向导，积极动员群众力量，结合

群众的智慧，筑牢群防群治的严密防

线。让治理能力在一线显现，把治理

体系的效能在一线演练，把平安建设

的网格在一线织密，把为民担当的品

格在基层彰显。

向防疫一线的“斗士”致敬
□省委政策研究室王民选

短评短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2月11日20

时，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七场新闻发布会，回应社会关切。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介绍

说，自1月21日确诊第一例，截至2月

10日24时，全省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1105例，累计死亡病例7例，累

计治愈病例198例。

阚全程表示，疫情走势还要看下一

个周期的发病情况。目前，河南与全国

其他省份是流行前期，疫情依旧十分严

峻复杂，拐点还未到，仍需高度警惕。

目前我省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

1105例，其中大多数都是轻型、普通型

患者。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暨

危重症学科教授、主任医师张庆宪表

示，目前我省的轻型、普通型患者基本

能够实现早发现、早治疗。对于危重、

极危重病人，推荐到市级医院进行治

疗，市级医疗专家将进行定点治疗，省

级专家将远程指导治疗，以不断提高治

愈率。同时也建议，重度、危重患者，关

键在于早期治疗，一定要积极到医院进

行检查和诊疗，积极干预，不断提高救

治水平。

目前市场上，口罩、消毒液等防护

物资依旧紧缺，不少生产企业也面临

着原料紧缺等问题。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物资保障组副组长、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总工程师姚延岭表示，当前

全省疫情防护物资供需矛盾有所缓和，

省工信厅全力保障生产物资供应，通过

派驻工作组等方式，解决生产企业原料

不足、车辆运输、企业资金等方面的问

题。

对于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工作，阚全

程表示，我省将从十个方面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一是加大排查力度，找出传染

源，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二是加强

隔离与医学观察，切断传播途径；三是

加大对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的消杀力

度；四是加快检测；五是加强复工、复学

的前期疫情防控工作，让传染源无法进

入；六是加强对幼儿园、敬老院、妇幼保

健院等弱势群体的防护力度；七是强化

发热门诊管理，减少患者与医务人员之

间的感染；八是强化治疗，14家省级医

疗队分片包干，对重点地区加大援助，

发挥全省医疗资源优势；九是从人才、

物资上全力以赴支援武汉；十是加强疫

情防控工作的督导和指导，将政策措施

落到实处。

省政府召开疫情防控工作第七场新闻发布会

拐点尚未到达 仍需高度警惕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农业农村部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10日发给广大

农民朋友一封信。信中说，立春已过，春耕在

即。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处在关键时

期，防疫不能松劲，春耕不能耽搁，大家一定

要做好个人防护，也要不误农时搞好农事活

动。

田该管了、肥该施了、药该打了、种该备

了、秧该育了、农机该修了……信中提醒说，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冬小麦陆续返青

起身，油菜开始抽薹，菜园果园茶园也该管理

了。农时不等人，要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

及早下田，注意分时下地、分散干活，做到防

疫下地两不误。

信中提到，小麦条锈病、油菜菌核病和草

地贪夜蛾是当前防治重点，及早备好药剂药

械，科学用药，早防早治。

好种出好苗。信中说，选购种子要到正

规门店购买，要买正规包装带标签的种子，要

索取购销凭证。

信中特别提醒农民朋友，要按照防疫要

求做好个人防护，出门戴口罩，回家勤洗手。

下地别扎堆，尽量少唠嗑。希望大家既能有

一个好身体，又能有一个好收成。

全国农技中心给农民写信助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