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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张中坡陈新刚）“疫情防控关乎

生命，脱贫攻坚关乎大局。我们要战‘疫’战‘贫’两手抓，坚决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收官战‘两场硬仗’。”3月9日，方

城县召开脱贫攻坚周调度会，吹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总攻冲锋号，

县委书记褚清黎铿锵而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们要在2018年实现

脱贫摘帽的基础上，‘宜将剩勇追穷寇’，2020年实现剩余的3756

户7309人全部脱贫，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方

城县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盘棋”上的重要布局。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方城县坚持“弦绷紧、

网织密、底排清、洞堵死、链扣实、统有序、仗打赢”，筑牢思想防线、

锁源防线、救治防线、舆论防线、责任防线、保障防线“六道防线”，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精准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组合拳”，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目前，全县累计确诊的7例新冠肺炎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分区分级

疫情防控被调整为Ⅲ类县，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正科学

有序回归正常轨道。

强化网格管理和医疗救治，筑牢“思想、锁源、救治”防线。方

城县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以工作确定性应战疫情

不可预测性，织密防护网，建立大网格573个、中网格4655个、小

网格13250个，参战党员干部36807人；全面推行“裕安码”，实行

网格管理人员扫码进出制度。在全县高铁、高速等重要部位和国

省主干道路、进村道路设立监测检查卡点917个。抽调7名专家

组成疫情防控专家组、38名专家组成救治专家组，参战医护、疾控

人员1500余人，组建多梯次医护救治队伍，运用中西医协同治疗，

确保治疗效果。

强化宣传引导和管控保障，筑牢“舆论、责任、保障”防线。方

城县统筹做好新闻宣传、社会宣传、文艺宣传，发挥县融媒体中心

优势，及时宣传抗击疫情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在各级各类新闻

媒体发稿6000余篇。建立县派驻乡镇纠察总队、“三城联创”督查

组巡回城区街道纠察队、政法部门“一村四警”纠察队、乡镇（街道）

大中小网格纠察队“四支队伍”，真正做到依法严格管控。深化市

场保供稳价，强化农商互联和产销对接，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

道。县财政累计投入资金5121万元，充分保障药品、防护用品、医

疗器械、救护车辆需要。

落实“三有一可”机制，科学有序返岗复工。方城县按照“三有

一可”机制（有组织地外出前健康状况核查监测、有组织地开展

劳务输出、有组织地开工复工，可追溯信息系统建设）要求，组

建了“三有一可”工作专班，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企业坚持防

疫机制落实、防疫物资储备、厂区消毒灭菌、员工健康档案、就

餐用餐管理“五到位”，建立完善疫情排查、后勤保障、应急管理

等机制。目前，全县共复工复产规模以上企业162家；累计转

移就业36万余人，重点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郑州等地

返岗就业。

切实加强农业生产，抓好动物疫病防控。方城县坚持不误农

时，持续抓好麦田管理、果蔬管理、高标准粮田建设、植树造林等春

季农业生产，及时开展麦田管理技术服务，加强蔬菜种植合作社、

种植大户与超市联系对接，实行高标准粮田建设日报告、周通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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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制约着农村发

展。过去一年，我省下大力气补短板、促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一年来，全省稳步推进“乡村规划、

千村试点”工作，今年要以县为单位完成

村庄分类和布局规划，实现有条件的村

应编尽编。

“四好农村路”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2019年我省已有65个县基本完成20户

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任务，自然村通硬

化路率达75%以上。今年的目标是20

户以上具备条件的自然村通硬化路率达

85%以上。

加快引江济淮、小浪底南北岸灌区

等十大水利工程建设，完成出山店水库

建设。青电入豫工程顺利实施。全省加

快4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启

动30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今

年，要全面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任务，农村集中供水率达90%，自

来水普及率达89%，饮水安全100%达

标。

2019年河南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

制学校900所，建成50个县域医疗中

心，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省，

90%以上疑难重症可在省内得到救治。

今年，我省将进一步加强乡村物流建设，

统筹推进供销系统、邮政快递、交通运

输、商贸物流、社会物流企业融合发展，

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配送及综

合服务网络。

3月7日下午，春光明媚。襄城县湛

北乡北姚社区居民牛红从家里出来，边

走边欣赏路边的樱桃花。在社区南头的

田地里，是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以前

这个时候，正是人流涌动的时候，踏青、

采摘。今年，虽然受疫情影响，但社区的

路边上，还是停了不少车。

“俺娘家是十里铺镇的，那时候嫁到

北姚，亲戚朋友都说我‘瞎了眼’。”今年

51岁的牛红说。

北姚社区原来叫北姚村，是位于襄

城县千年首山南麓的一个小山村。北姚

群众靠山吃山，依赖传统农业种植和上

山采石维持生活，生态严重破坏。自

2018年年底开始，襄城县深入挖掘“首

山”文化，对位于首山脚下的七里店、徐

庄、古庄、李庄、姜庄、北姚、南姚、杨庄、

尚庄、姜店10个行政村，实施了美丽乡

村群建设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道路硬化、排污管网、绿化亮化、沿街文

化墙、广场游园微景观及各项基础设施

的配套。

家乡变美了，游客纷至沓来，不少人

在家门口做起了“大生意”。今年52岁

的陈彩虹开了一家超市，经营有零食、饮

料、香烟等。陈彩虹说，现在一天的营业

额是好几千块钱。

“有几千？”记者问。

“反正好几千。”陈彩虹笑着说。有

的村民在城里买了商品房，现在把老家

的宅子改造成民宿，一天也能挣好几百

元。

区域规划中，湛北乡建设有首山田

园综合体、美丽乡村、七彩首山、首山特

色生态园等项目，实现“山、水、城”一体

化发展，山水相映，看得见灵山秀水，记

得住丝丝乡愁。

从环山公路往东畅行，是湛北乡美

丽乡村群，蜿蜒起伏的山坡上，大片大

片的樱桃园洋溢着勃勃生机。湛北乡

美丽乡村群的建设，也带动着全域山水

景观带、白灌渠田园综合体等的连点成

片，打造集生态、景观、文化、产业、休闲

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带，形成村景融

合、农旅融合、党群融合的乡村振兴新

格局。2019年，“襄城县第二届油菜花

旅游文化节”期间，吸引游客超过50万

人次，为群众实现旅游综合收入人均

1.8万多元，签约招商项目21个，总投

资38.9亿元。北姚的穷山恶水变成了

绿水青山，进而发展到了今天的金山银

山。

“在环山路修通之前，北姚是名副其

实的山村，闭塞的不仅是交通，更是村民

的思想。”北姚社区党支部书记侯铁旦感

慨地说。如今好了，在北姚，望山，满目

苍翠；看院，粉墙黛瓦。统一整洁的街

道，四季常青的绿树，徽派风格的民宿，

尤其是现在万亩油菜花田陆续开放，成

片的金黄色油菜花与粉墙黛瓦的徽派民

居组成一幅幅美丽的田园画卷，让居民

如临仙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让农区变景区、产品变商品、民房

变民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通过建设

规划扮美村庄、发展产业做强农业、环境

整治美化村容，共建共享村庄秀美、百姓

富美、环境优美、生活和美的‘四美湛

北’，不断促进农民增收。”襄城县湛北乡

党委书记赵丹说。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3月11日，记者从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获悉，随着南阳市域内所有

城市公交、出租车、网约车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各县市全面恢复运营。市域内客运班线、城乡

公交全部恢复运营。省、市际客运班车和旅游

包车除发往湖北省、北京市外全部恢复运营。

截至目前，班线客运方面，河南省除信阳

外，省内其他地市均已开通部分县际、县内班

线，部分地市开通市际班线、省际班线。全省

现有1条省际班线，118条市际班线，720条县

际、县内班线恢复运营，春节后累计投入车辆

2.6089万台，完成客运量34.9916万人次。

包车客运方面，春节后，全省累计完成客

运包车1.3433万趟，定制公交1848班次，运

输返岗人员共计33.0666万人次。

城市公交方面，除信阳外，全省各地城市

公交均开展运营，3月10日当天，全省运营公

交线路总条数 1055 条，占线路总条数

59.24%；投入车辆7115辆，占平日运营车辆

总数26.67%。

出租客运方面，除信阳外，省内其他17个

地市市区均提供出租客运服务。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杨绪伟 罗玉兰）3月7日下

午，商城县吴河乡清塘坳村村道两旁，一

派热火朝天的植树场景，近200名身穿

红马甲的志愿者戴着口罩，一些党员志

愿者胸前还佩戴着党徽，在这里参加义

务植树活动。

据了解，此次主题为“战‘疫'植绿、共

盼春来”的义务植树活动，由商城县委宣

传部和吴河乡政府机关共同发起，旨在通

过植树造林活动鼓舞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

心，美化人居环境，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在党员干部和志

愿者的带动下，清塘坳村的保洁员、护林

员、部分贫困户也加入植树队伍中。“植树

造林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作为清塘

坳村的村民，我们当然要加入进来。”清

塘坳村胡前湾组的贫困户刘培勇笑着告

诉记者。

挖掘机开沟挖土，农用车运送树苗，

大家三五结伴，相互配合，有人扶树，有人

培土，还有人负责浇水，经过3个多小时的

奋战，800多棵象征希望的栾树苗终于傲

立在道路两旁，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作为一项很有意义的举措，在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下，义务植树既是生态文

明实践活动，也象征着信心和希望。”该

县县委宣传部部长花少锋告诉记者，该

县紧抓当前植树造林黄金时期，精心筹

划，科学部署，将造林增绿与疫情防控工

作战线延伸到田间地头，高效稳妥推进

林业工作和重点项目建设进程，做到防

疫战“疫”不松手，造林绿化不停歇，为该

县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进一步提升林

业生态大县形象，建设生态、宜居、美丽

商城营造良好的氛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巫
鹏）近日，宝丰县在狠抓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整合优势资源、补齐工作短板，

脱贫攻坚工作持续发力。

今年，该县多次召开会议，对脱贫

攻坚工作进行部署和动员。针对2019

年尚未脱贫的两个村，该县县级领导到村

里开展扶贫工作，帮助解难题、谋产业，并

由国有公司给予每个村100万元的资金

扶持，确保两个贫困村如期脱贫。

该县组织所有责任单位，借助扶贫

信息系统，运用大数据比对，对全县所

有贫困户信息进行再次核实筛查，共发

现问题 392 条，目前已纠正到位 323

条。320名村党支部第一副书记、96名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对所有村档、户档进

行再审核、再筛查。采取“点对点”服务

方式，主动帮助外出务工人员解决出行

难问题。截至目前，全县已开通农民工

复工专车406台次，11202名农民工已

返岗8000余人，其中帮扶贫困人员复

工200余名。

“我们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工作，集结最强兵力、鼓足最大干

劲、保持最硬作风，向脱贫攻坚最后堡

垒发起全面总攻，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战的双胜利。”宝丰县委书记

许红兵表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
波）“感谢你们帮我找到了销路，要不然

我这2万斤丰水梨就要烂在冷库里了。”

3月10日，孟津县平乐镇妯娌村精品梨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安辉，紧紧握住县

益农信息社经理陈振九的手，再三表示

感谢。这是该县实施产销对接解决群

众农产品销售难的一个缩影。

近日，由于受到疫情影响，该县有

300多吨黄河鲤鱼、700多吨山药、600

多吨优质莲菜及猪、羊、牛、鹅等出现

滞销。

针对当前农产品滞销问题，孟津县

农业农村局与商务部门密切配合建立

了产销对接机制，建立各大超市、商场、

批发市场与部分种植大户的信息平台，

引导商超企业、电商企业与种植合作社

直接进行产销对接，不少种植合作社滞

销的果蔬实现了有序销售，既减少了农

户损失，又保障了市场供应。

“下一步要持续加大农产品的营销

力度，充分利用本地商超、电商配送平

台，支持和引导本地种植农户、农贸市

场供应链，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丰富本

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全力解决农产品滞

销问题。”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说。

3月11日，汝阳县付店镇付店村群

众在荒山上栽植桃树。该镇在抓好农村

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全镇14个村的群

众，在村庄、荒山等地栽植雪松、柳树等

9万余棵，给山区公路沿线、村庄、一座

座荒山披上绿装。 康红军摄

我省公共交通基本恢复正常运营

宝丰县脱贫攻坚再发力

整合优势资源 坚决啃下硬骨头

孟津县全力帮农户找销路

线上线下齐发力 农产品销售不用愁

完善基础设施 穷山村蝶变“绿富美”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赵素鸽邵玺

逐步建立全域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服务网络，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
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习近平

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焦莫寒

商城县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

战“疫”不松懈 绿化不停歇

植树添绿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徐明慧）

近日，林州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积极发动群众，掀起春季绿化高潮，从村头

到村尾，从大路到小道，到处是一派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面。

“街道办事处一期购进各类苗木2万

余棵，分配至辖区各村，街道农林办干部

深入一线加强技术指导，从苗木调运、整

地挖穴、栽植等各个施工环节，全程跟踪，

做好技术服务，我们坚持‘两快两好’的原

则，快备苗、快栽植，努力把被疫情耽误的

时间夺回来；栽植好、管护好，不断提高造

林成活率。”龙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云

岗说。

林州
“两快两好”绿化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