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6日，汝州市庙下镇

金浪食品厂两名工作人员对进厂检查

的镇纪委副书记宋建华等人测量体

温。

在疫情防控期间，庙下镇纪委做

到“三个到位”：责任落实到位，对企

业的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同部

署同检查。底数排查到位，镇、村干

部对企业情况进行排查，向镇政府报

备。服务保障到位，庙下镇政府组织

督查小组前往企业现场核查，对符合

复工复产要求的准予复工。

截至目前，庙下镇复工中小企业

87家，外出务工人员8560人，本地务

工人员1820人。 （赵正武）

汝州市庙下镇
“三到位”推进复工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11日，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二十七场新闻发布会，河南省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综合组副组长，省卫健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张若石介绍了我省疫情防控

最新进展情况。来自一线参与救治的医

生、护士分享了救治过程中的故事。

细化措施，解决医务人员实
际问题

张若石说，省卫健委全力做好一线医

务人员及其家属关爱保障工作，在提高薪

酬待遇方面，省卫健委会同省财政等部门

开展临时性工作补助、核增一次性绩效工

资总量、调整卫生防疫津贴标准、发放慰问

金等预估测算，及早足额落实薪酬待遇，已

有5个省辖市、1个省直管县发放3369人、

1075万元。在办理工伤保险方面，开辟了

绿色通道，对于申请的36人，全部予以受

理。在实施职称评聘政策方面，已为1458

名一线医务人员办理了聘任和晋升手续。

在开展烈士褒扬和先进表彰方面，各地已

累计表扬、表彰、奖励1341人，我省4个集

体、12名个人受到国家表彰。

疫情防控战中，白衣战士有
很多感人故事

梅展展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疼

痛科病区的护士长，从2020年1月21日，

接到郑东院区疼痛科要改建隔离病房的

指示，他们所有休假人员立刻返郑待岗，

并用最快的速度安全转移28名患者，腾

空病房，为隔离病房做准备。在紧张筹

备、反复培训之后，除夕当天，下午5点57

分病房迎来了三位疑似患者，测血压、量

体温……梅展展和同事们顺利完成事前

无数次演练的环节，其中一位患者问了梅

展展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病是不是很可

怕？知道的人都躲着我，你们不怕我传染

你吗？”梅展展笑了笑虽然没说话，但她在

心里想，“怕啊，怎能不怕，我也有年迈的

父母，我也有可爱的孩子……可是，这是

一场需要我们医护人员的战争，‘敌人’拿

着刺刀来了，就需要战士冲锋陷阵，保卫

家园。”

毛峥嵘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主任，也是一名有二

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发热门诊负

责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汇总到他这儿

来。一天到晚，他的电话都没有停过，在

医院里每天都得走上好几万步，在朋友圈

排第一，每天都是凌晨两三点才睡，早晨

6点50分又会出现在病房里。

乡村医生是离村民群众最近的医护

人员，疫情发生时，他们冲锋在前。曾伟

是邓州市彭桥镇彭桥社区卫生室的一名

医生，为了增强防疫人员和群众的抵抗

力，他每天奔波在路上，及时把熬制好的

中药送到全镇各疫情防控卡点和隔离

户。他说：“作为一名农村中医，我是群众

的健康守门人，我应该继承弘扬张仲景

‘活国在于活人’的医圣精神，在大难来临

之际，为辖区群众做好中医药服务，这是

我的责任。”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9号桥墩高

125米，差不多相当于45层楼房的高

度，这可是河南第一高墩哩！”3月10日，

在国道310洛三界至三门峡西段南移新

建工程操作施工升降机的刘竹梅说。从

3月5日项目全面复工以来，刘竹梅操作

这部升降机，每天载着工人上下十几趟，

每趟都要对升降机进行消毒。

三门峡市国道310南移项目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鹏介绍，作为河南省

重点工程之一，针对复工前期返岗工作人

员在卡点遇阻劝返的情况，项目实施了精

准扶持复工政策，分批次排查项目经过的

村庄、卡点，寻求当地政府支持，有效简化

复工程序。截至目前，项目到岗人数达到

3396人，为高峰期人员的90%。

国道310南移项目线路全长165公

里，东起洛三界义马市东区街道办，由东

向西止于豫陕界灵宝市豫灵镇与老国道

310线相接，设计等级为一级公路，双向

四车道，时速80公里。

该项目拥有两大重点控制性工程，

分别为弘农涧河特大桥和地坑院隧道。

弘农涧河特大桥桥长3178米，最大跨径

160米，桥高达到137米，是河南省第一

高桥。

国道310南移项目将于2020年 9

月底建成通车。

滑县大寨乡蒲林村村民张九占今年

48岁，2016年因病致贫。2019年 4月

份，他投资3万余元买了300多只鹅苗，

由于缺乏经验以及疫情的影响，他的养殖

生意陷入困境。

张九占的困难反映给了蒲林村第一

联防小组组长卢利娜，随即大寨乡也就蒲

林村贫困人口就业情况展开调查。

3月6日，大寨乡政府主动与滑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培训中心对接，

希望通过网课为张九占等100余人进行

技能培训。这不，3月9日，一个养殖培训

班就通过网络开课了。

对张九占的帮扶，离不开“十户联防”

制度。据介绍，该制度始于抗疫时期。为

保证群众的健康，大寨乡率先建立起“村

民—组长—村干部—乡镇干部”的网格化

管理体系，以十户为单位，将住房相邻的

前后邻居编成联防小组，每组设组长一

名，组长负责政策宣传、人员管理、物资互

助等工作。

如今，在作出一系列调研论证后，大寨

乡革故鼎新，延长链条，将该机制推广应用

到脱贫攻坚工作中。他们以贫困户为圆

心，组、村、乡为半径，充分了解贫困群众的

需求。在该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动员大会

的号角吹响之后，各小组组长摇身一变，由

原来的抗疫宣传员变为现在的扶贫服务

员，他们走家串户，专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

“十户联防”机制抗疫效果明显，如果

将它延伸应用到其他领域中，要统筹考虑

区域规划、人口分布、民俗文化等因素，建

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机制。大寨乡党

委书记郑文战介绍，“‘十户联防’将扶贫

的阵地扎在最前线，组长及时收集、上报

贫困户的需求信息，引导他们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实践证明，这种机制一旦得到成

熟推广，就能达到‘十乘十 ’的叠加效应，

推动工作高效开展。”

一户有困难，九户来帮忙。这种模式

能够快速提高工作效率，实现村不漏组、

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的目标，将“防火墙”

筑牢在脱贫攻坚的最后一米。

目前，大寨乡共有 44 个行政村，

11807户常住人口。推行“十户联防”之

后，这里共设1065名组长，处理各类事务

6800件。在大寨乡的带动下，滑县23个

乡镇（街道）、1009个行政村纷纷推行效

仿，将“十户联防”应用到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农业结构调整等领域中来。

安阳市委常委、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

表示，探索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群众

自治体系，发挥人民群众在基层社会治理

中的主体作用，能够实现政府治理、社会

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在这种机

制的推动下，基层社会共治的“同心圆”会

越来越大，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也

会越来越近。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刘本
凯刘怀文）台前县政法系统最近对全

县94家规模以上企业落实“一企一警”

工作机制，全力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

护航。

台前县分包联系企业的政法领

导干部、干警每周至少深入企业一

次，全面掌握企业生产、疫情防控等

工作开展情况，了解复工复产中存

在的问题，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截至目前，94家规模以上企业

全部明确分包政法干警，为企业解

决问题21个。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张洋
王晓)“通行证办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工

了。”3月9日，在邓州市交警队办事服务

大厅里拿到车辆通行证的李先生说。

李先生长年在邓州市区经营农资产

品，每年这个时间他都非常忙碌，他要把

大量的化肥、种子、农药送到各个乡镇。

“听说在市交警队办事服务大厅可以一

次性办理通行证后，我赶紧过来，经过农

业农村局审核，再到交警队窗口审理车

辆，没想到程序这么简单。”李先生说。

据了解，为加快该市企业复工复产，

邓州市从3月4日开始，交警队、商务

局、科工信局、住建局等部门在该市交警

队办事服务大厅设置了专门的车辆通行

证办事窗口，需要办理通行证的人员，只

需在自己所属单位办事窗口审核盖章

后，直接到交警队办事窗口进行车辆审

理，即可出证。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们要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产，‘一站式’办

理车辆通行证，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出

行难题，确保了企业所需的各种车辆

经过卡点时快速通过。”邓州市政府相

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该市已为复工复产企业

办理车辆通行证400余张。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米山王
东建）“我是村干部，更是一名老党员，

支持抗疫我再捐10万元。”中国好人、驻

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孟庄村党支部书

记贺新义接到党员自愿捐款的号召后，

当即带头捐款。截至3月10日，该区2

万多名党员共捐款175.3565万元。

为积极响应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

织部印发组织党员自愿捐款的号召，驿

城区四大班子领导率先垂范，第一时间

带头到所在党支部捐款。

“这3000元是我2月份的工资，虽

然钱不多，但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希望

我们早日战胜疫情。”78岁的老党员刘

玉凤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退

休职工，人在海南的她通过网络给人社

局转账3000元。顺河街道马庄村87岁

老党员沈翠荣也执意捐款，她说：“以前

那么多人帮助我，这次我也给社会出点

力。”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董凡
孙璐丹）“工会作为一线职工的‘娘家

人’，就要关心关爱奋战在抗疫一线的

职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保障，让他们

安心工作。”3月9日，许昌市建安区总工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潘继伟告诉记

者。

2月20日，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收

到建安区总工会送来的价值3.6万元的

后勤保障物资。“总工会为我们送来急

需的保障物资，增强了我们抗疫胜利的

决心。”第五人民医院院长陈晓珂感激

地说。

建安区总工会时刻关注着驰援武

汉的医疗队员家人的生活。2月25日，

总工会工作人员来到李雪雁等11名驰

援武汉的医疗队员家中，每家送上1000

元慰问金及其他慰问品。“在国家最需

要的时候，他们冲锋在前，我们总工会

将竭尽所能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潘

继伟说。

连日来，建安区总工会还先后慰问

了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社区干部等一

线防疫人员。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10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2020至2021学年，我

省将实施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特聘岗计

划，共设置550个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特

聘岗，其中中等职业学校400个、高等职

业学校150个。

据悉，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按特聘

岗位数量给予经费补助，经费按学年度

一次性拨付，每个中等职业学校特聘岗

位的补助标准为3万元，每个高等职业

学校特聘岗位的补助标准为4万元。每

个特聘岗位聘请教师的人数、承担教学

任务的课时数，由聘任学校根据学校实

际需要自主确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李德伟李智欣）“这台变压器解了俺

村好几个村民组的燃眉之急，村民们浇

地不愁了，感谢龙键电力对俺村的帮

助。”日前，在河南龙键集团电力装备有

限公司，刚刚将一台变压器装上三轮车

的伊川县鸣皋镇邢庄村一村民小组组

长葛新干说。

当前是春耕春管的关键期，邢庄村

六组一眼机井变压器损坏，又没钱买，

300多亩小麦面临浇灌的难题。得知群

众的困境后，河南龙键电力装备有限公

司负责人贠庆辉立即决定捐赠一台

30KVA变压器。

据了解，该企业近年来在扶贫、助

学等方面多次捐款捐物献爱心。在疫

情防控中，该公司为奋战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了方便面260箱、

火腿肠 65 箱、饮料 100 箱、蛋糕 100

箱。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胡倩）

3月10日，南乐县寺庄乡利固村恒温智

能大棚中的番茄、草莓一片生机盎然。

“利固村还有未脱贫户8户20人，壮大

村集体经济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贫

困问题。”中国农业银行南乐县支行驻

寺庄乡利固村第一书记梁占勋说。

据了解，梁占勋到村任职后了解

到，利固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落后，村

集体经济薄弱，脱贫攻坚面临瓶颈。

他发现，该村有十几年的冷棚种植经

验，但是冷棚温度低、湿度大，常会导

致果蔬病害的发生，他决定通过流转

土地建设恒温智能大棚来发展村集体

经济。

为解决建设大棚的资金问题，梁

占勋多次前往县扶贫开发局协调，争取

扶贫资金302万元，流转土地30余亩，

建设了11座恒温智能大棚。目前，利固

村恒温智能大棚特色农产品已入选河

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录。

“西红柿卖上了 5元一斤的好价

钱！”盘算着每天三四千元的进账，承包

户王聚轩高兴得合不拢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崔鹏）

“多亏政府帮忙，俺的蘑菇已经卖了一

万多斤！”3月9日，温县蘑菇岳村街道五

里远村种植户田小战说。

田小战原是五里远村的贫困户，

在帮扶工作队和村委的帮助下，2017

年开始种植蘑菇脱了贫。今年受疫情

影响，新长成的蘑菇卖不出去，可把田

小战愁坏了。扶贫干部耿占杰得知

后，便给他带来蔬菜供应通行证，并积

极联络社区、超市，解了田小战燃眉之

急。

温县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采取

“三到位”“一补助”等系列举措，千方百

计为贫困群众保就业、稳收入。信息推

送到位，通过网络、微信公开发布89家

企业3600个就业岗位招聘信息，由帮

扶责任人推送给贫困劳动力。外出服

务到位，帮助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办

理健康证明，并按照县外50元、市外

150元、省外300元给予交通和生活补

助。本地挖潜到岗，新设保洁环卫等临

时公益岗365个，每天按80元给予报

酬。补助到位，从农资、贷款等多方面

对贫困户及带贫企业加大补助力度。

“疫情防控、脱贫攻坚要统筹兼顾，

做到小康路上不掉一户、不落一人。”温

县县委书记毛文明说。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十七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一线医务人员享多方面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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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第一高桥顺利复工

一户有困难 九户来帮忙
滑县“十户联防”绘就扶贫“同心圆”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尚明达

台前县
“一企一警”解企业难题

邓州市“一站式”办理企业车辆通行证

驻马店市驿城区

2万名党员捐款175万元

许昌市建安区总工会

当好防疫员工“娘家人”

550个职校教师特聘岗等你来

温县

帮贫困户保就业稳收入

伊川县邢庄村

村民获赠变压器不再愁浇地

南乐县利固村

大棚蔬菜鼓起农户钱包

3月5日，位于内黄县产业集聚区的安阳贝利泰陶瓷有限公司二期智能工厂举行点火投产仪式。该项目建筑面积10万平方

米，总投资6.5亿元，建设2条工业4.0版全智能生产线，可年产1500万平方米绿色陶瓷板，年销售额约8亿元，可安排就业200

余人。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刘超摄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