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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坚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党建引领“三治”并进 服务进村

洛宁县为群众筑牢安全健康屏障

太康县成立春耕生产服务队

春耕技术缺视频来解决

从1月23日开始，每天一大早，洛宁

县城关镇东关社区的70多岁党员刘苟胜

就准时到村里疫情防控卡点值班。

城郊乡崛东村李大旦、李延俊等5名

脱贫户，自发捐款购买方便面、奶茶、火腿

肠，慰问村里疫情防控卡点的工作人员。

长水镇党员志愿者联系超市提供特

色服务“送货上门”，并提供登记、引导、送

货贴心服务。

2月7日，县政府一楼大厅，该县22家

企业依次爱心捐赠。捐赠总计300万元。

……

疫情当前，洛宁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战充分利用“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

进村”乡村治理新经验，稳扎稳打，众志成

城构筑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

党建引领网格管理无盲区

洛宁县是洛阳市“党建引领、‘三治’

并进、服务进村”创新乡村治理工作的试

点县。在创新乡村治理试点工作中，该县

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以

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组为单位划分出三

级网格，组建了4个指挥部，18个乡镇成

立了乡村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和390个村

级“一约四会”推进小组，全县771个党支

部和18537名党员成为宣传员、网格员和

服务员。

新冠肺炎疫情来临，洛宁县委、县政府

立即启用战时状态下的乡村治理工作模式，

县、乡、村以及771个党支部成立了疫情防

控指挥部和领导小组，实行乡、村、自然村组

“三级网格”管理，所有包乡包村党员干部、

村组干部和网管员走村串户，昼访夜谈，登

记排查返乡人员，宣传教育防疫知识，积极

做到“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

该县县委、县政府以及乡镇书记、村

党支部书记“三级书记”从年前疫情发生

至今，时刻坚守工作岗位。1月25日，农

历大年初一，县委书记张献宇先后深入县

疾控中心、县人民医院等疫情防控一线，

靠前指挥。县委副书记、县长周东柯带领

县政府办、卫健委、市政管理局等相关单

位深入县疾控中心防控指挥部、超市和农

村督查防控工作。

城关镇按照“网格要植密，关口要下

沉”的原则，细化网格分布，划分出29个

大网格137个小网格，抽调镇机关同志60

人，社区党员干部80人，两人一组，深入

全镇无主小区、自建房等进行“地毯过筛”

式排查“三省七市”重点地市返乡人员，做

到镇不漏社区、社区不漏网格、网格不漏

小区、小区不漏户、户不漏人。

城乡社区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基础环

节和前线“战场”。全县实行网格化疫情

防控管理机制，各乡(镇)党委、村(社区)党

组织分片包干，对辖区内人员往来情况进

行全覆盖排查，精准管理来自湖北等省市

特别是武汉地区的人员，对其逐一进行健

康登记；建立值班值守制度，主要领导坚

守岗位，一旦发现疫情，及时上报和隔离。

自治固本群防群控聚合力

“我自愿申请加入疫情防控工作，并

决意和镇村工作人员共同努力，为夺取防

控斗争胜利贡献青春力量！”2月1日，马

店镇刘治国、王根强等6名年轻志愿者写

下《请战书》，申请加入疫情防控一线。

长水镇利用村民说事形式，通过召开

支部会、党员会，研究村卡点的设置、人员

的配备以及外来人员、车辆劝返等事宜。

在村党支部引领下，村里干部利用广播

24小时宣传，群众更是积极参与基层治

理。长水村有一户村民，孙子从武汉回

来，爷爷出去串门，群众打电话向村干部

举报，并主动和村干部及派出所民警一块

儿上门对其进行劝解隔离。

干群同心，在洛宁汇聚起了群防群治

的强大力量。大喇叭、宣传栏、宣传车、宣

传单、微信群“十八般武艺”齐上阵，联防联

控宣传实现了全县所有村组社区全覆盖，

打造了群防群治奋起抗“疫”的洛宁样板。

“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行动。在农

村，党员干部是引领，乡亲们才是主体力

量，有了群众的积极参与，才有群防群治

的力量合成，才能把农村疫情防控做到无

缝衔接、筑起铜墙铁壁。”洛宁县委疫情防

控指挥部负责人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2月13日，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南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八

场新闻发布会上，省发改委副主任李迎

伟表示，河南将围绕三个关键词做好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

“安全”。复工复产要针对务工人

员转运、企业内部防控两个环节的潜在

风险，做到“转运有秩序、到岗有保

障”。人员转运方面，将分批错峰组织

返程返岗，尽量减少人员集中流动；企

业防控方面，将指导企业健全防控方

案，严格督促企业落实防控机制、明确

防控责任、掌握员工动态、配备必要物

资、做好日常防护，确保复工复产之后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第一时间全部跟上。

“有序”。“从疫情形势看，当前全面

复工复产还不具备条件，需要分区域、

分类别、分批次实施。”李迎伟说，省发

改委将指导各地尽快出台工作方案，明

确复工复产的企业名单时间次序，实行

名单制管理分区域，主要是结合各地疫

情实际，疫情较重的地区要继续严防严

控，视疫情控制情况逐步落实复工复产

举措；疫情较轻的地区在落实好基本防

控措施的前提下，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

复工复产。分类别，主要是针对不同行

业性质特点，对于医疗卫生领域、居民

基本生活领域优先安排复工复产，一些

需求不很紧迫且防控难度大的领域可

能还要再等一等。分批次，主要是根据

疫情防控总体形势和防护物资保障能

力，通过合理控制复工复产节奏，实现

有序有度推进。

“联动”。“经济运行是一个整体，需

要产业链上下游和供应链各环节协调

运行，要协同推进重点企业及关联配套

企业开工复工。”李迎伟说。总之，就是

要在科学防控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各种

不合理的干扰因素，解决企业的实际困

难，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尽快有序复工复

产。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2月13日，省

统计局公布河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

查公报，普查结果显示，2018年年末，全

省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

的法人单位127.93万个，与2013年第

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增长149.9 %，

高于全国 49.2 个百分点；从业人员

2384.86 万人，增长 20.9%，高于全国

13.3个百分点；产业活动单位142.34万

个，增长142.4%，高于全国54.1个百分

点；个体经营户429.36万个。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一次重大国

情国力调查，是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的一次“全面

体检”。2019年1月1日至4月30日，

全省近10万名基层普查人员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对我省辖区内从事第二产业

和第三产业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

和抽取的个体经营户逐一入户登记，完

成数据采集。通过这次普查，既摸清了

我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了解了我省产业组织、产

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

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也掌握了全部法

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产业发展

情况，进一步查实了各类单位的基本情

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

确地反映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能

培育壮大、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

新进展。

本报讯（记者李政）2月12日，记

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为助力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努力满足人民群

众“宅”生活期间的文化需求，河南省

积极整合各类文化数字资源，利用网

络、微信公众号、百姓文化云等多种方

式提供丰富多彩的线上文化惠民活动。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省图书馆

充分利用自身数字资源优势，整合馆藏

数据库中的讲座、电子图书等内容，推

出“新冠肺炎专题资源库”，积极向广大

人民群众宣传疫情防控方面的科学知

识。在官方微信公众号推出“名师讲

坛”和馆内自建资源《戏曲动漫》《中原

姓氏文化研究》等微视频以及电子图

书，内容涵盖历史、艺术、文学等各个方

面，群众无需注册即可在家免费收听观

看。

省文化馆研究馆员、舞蹈编导赵力

民创编了手势舞蹈《人在青山在》，在网

络上引起较强反响。此外，省文化馆还

准备了涵盖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绘

画、曲艺等多个门类的线上公开课程，

方便人民群众自由选择和学习。

本报讯（记者张舒娜 通讯员王星）

2月12日，省自然资源厅召开专题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

研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省委疫情防控专题工作调

度会精神和省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全省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要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持续加大不动产登记

便民服务工作力度，有力支持经济社会

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研究出台了不动产登记便民

利企服务“五条措施”：一、全力确保登

记业务有序开展。各不动产登记机构

在坚决落实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疫情

防控工作安排的同时，加强预防，严格

管理。二、积极服务各类企业复工复

产。三、全面实行网上“一条龙”登记。

四、切实加强不动产登记窗口管理。

五、持续强化登记工作组织领导。各级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

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一手抓好疫情防

控、一手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部署

要求，高度重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不动

产登记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

尽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连日来，气

温回暖，春耕在即。许昌市东城区永昌

街道办事处在科学有效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同时，坚持一手抓防控、一手抓

春耕，确保防控不松、农时不误。

“现在也串不了门，庄稼地里正是

除草的好时候，下地干活既能防止疫情

感染，又能活动身体，一举两得。”该办事

处马庄村村民李保新一边劳作一边说。

在该办事处宁门村椴木香菇培育

基地，工作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为今年

的花菇培育忙碌着，钻孔、淋洒、下苗，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宁门村党支部书

记宁学治介绍，目前正是香菇育苗的有

利时节，气候适宜、温度适中，工作人员

分散作业，只在自己负责的区域内作

业，同时必须戴手套和口罩，做好消毒

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生产。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

永昌街道办事处在防疫的同时，及时安

排部署春耕生产工作，采用“错峰生产、

逐村推进、分散作业”的方式，统筹安排

春耕生产工作。加强对田间作业人员

的宣传指导，提醒农民劳动前进行人员

和机械的消毒，劳动时佩戴口罩，不扎

堆、不闲聊。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青俊）2

月11日一大早，天刚蒙蒙亮，太康县转楼

镇褚庄村周商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安营就

戴上口罩，匆匆来到村头的大棚地里忙

活开了。平整、打畦……看着大棚内整

理好的田地，张安营说：“田地已全部整理

好，就等着过几天大规模育苗了。”

张安营的底气来源于转楼镇党委、

镇政府对春耕备耕的提前谋划。疫情发

生后，为不耽误农时，该镇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组织县乡农业技术人员和

各行政村党支部成立春耕生产服务队，

在用工、购肥、种植等方面，积极为农户提

供春耕备耕生产和农业种植技术指导。

张安营的周商家庭农场位于褚庄村

西头，去年他种植了30多亩西红柿。“今

年，我准备再增加点西瓜、辣椒、大葱等

品种。”张安营说，去年一年，西红柿给他

带来了10多万元的收入。同时还带动

1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2月4日立春后，张安营开始整理晾

晒多日的大棚田地。土地翻耕前，他首

先联系上“服务队”一名农技人员的电

话。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撒肥、机械翻

耕……30 多亩大棚田地很快整理完

毕。“以前这个时候，农技人员都是来到

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可今年受疫情影响，

全都改用微信视频指导了。”张安营笑着

说，种植中有啥困难，只要拨通“服务队”

农技人员的电话，农技人员就会通过视

频给予全程指导耕种，“方便得很，和以

前没啥两样。”

土地翻耕后，张安营还要雇工人到

田地进行打畦、覆盖薄膜等精细化管

理。“政府说了，在抓春耕备耕生产时，也

不能忽略了疫情防控。”张安营说。所

以，在找人干活时，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

的接触，他都是通过电话与村民联系，指

定村民直接到某个大棚内干活。“一个棚

一个人，严格控制人数，要求全部戴口罩

上岗。休息时，工人之间也不能坐在一

块儿聊天。”张安营一脸严肃地说。

张安营的电话响了，原来是广东一

位老客户向他预订西红柿。“未种先卖，

今年又是个好年成……”放下电话，张安

营爽朗地笑了，两眼眯成了一条线。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赵笑菊

2月11日下午，伊川县江左镇魏村村集体经济蔬菜大棚基地，脱贫户郭朝云和妻子正在采摘西红柿。他告诉记者，他承包了两个大

棚，种植有西红柿和黄瓜，在县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合作社和县里的好邻居超市签订了购销协议，虽然遭遇疫情，运输稍有影响，但收

入挺好。本报记者黄红立摄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第八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安全有序联动 做好复工复产

河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出炉

我省开展线上文化惠民活动

为群众“宅”生活添彩

省自然资源厅

不动产登记“五条措施”便民利企

许昌市东城区

防控不松 农时不误

伊川大棚蔬菜走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记者13日从

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印发通知，强调要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通知指出，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都是重大政治任务，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脱贫攻坚。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如期全面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工作总体安排部署

不能变，决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要

统筹兼顾，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

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

通知强调，要努力克服疫情对脱贫攻坚

的影响，进一步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实施分类施策，采取更有针对性的

措施。一是要解决贫困群众外出务工难题。

二是要解决生产发展和产品积压难题。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组织做好种苗、农资供应，确

保农业生产不受影响。三是要解决扶贫项目

开工复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