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2020年3月 日 星期三 庚子年二月二十五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第3938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微
信

18

农村版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设计总监 张峰 责任编辑 张豪 版式 魏静敏 校对 王仰瑞

国家卫健委
湖北以外地区全面有序恢复正常的疫苗接种

鄢陵“花木+”拓宽产业扶贫路

汝南农商银行

3.2亿元资金助复工保春耕

提高社工认知度和影响力

我省启动社会工作主题宣传活动

春耕春管正当时春耕春管正当时

3月5日，在鄢陵县大马镇任营村红叶

石楠扶贫基地，10多名党员干部、20多名

群众错开距离进行劳作，铁铲、锄头频频挥

动，不一会儿，一株株石楠苗立了起来。

近期，鄢陵县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工作。疫情防控，让“零确诊”保持

住；返岗复工，让打工者有活干；农资保

供，让田间地头活起来；产销对接，让咱家

的货走出去；拿出实招，让扶贫车间的机

器转起来。

疫情防控，零的记录不突破

自疫情发生以来，鄢陵县没有出现一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该县持续抓好防

输入工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在保障交

通正常通行的基础上，在各镇主要交通路

口和小区出入口保留监测点，加强对外来

人员的检查和体征监测。

同时，全面启动联防联控信息系统，

在全县各镇和城区小区、公交车辆、商场

超市实施人员出入扫描二维码登记个人

健康信息制度，有效防控疫情输入和传

播。对来自重点疫区的人员加强排查，确

保各项监测隔离措施落实到位。

返岗复工，收入来源有保障

该县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印发了《关

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的通知》，将分包联系全县117家重点企

业的县级领导和科级干部、选派企业党建

指导员、企业负责人纳入工作体系，及时

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指导非公企业党组织建立上下联动、

群防群治、科学有序的疫情防控体系，督

促各企业、车间、班组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规定要求，对出入厂区人员车辆进行检查

登记，并通过采取向职工发放口罩，定时

对工作区、餐厅、宿舍消毒，一人一桌分时

段就餐等措施，切实做到稳人心、稳企业、

稳就业。

精准施策，脱贫增收不放松

疫情期间，不少帮扶队员化身网上推

销员，村干部当上了农资物流配送员，他

们畅通渠道、对接产销、用活电商平台，让

疫情防得住、产品出得去、农资进得来。

在鄢陵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大

棚里，一盆盆颜色各异的凤仙花整齐排

列，张海霞搬一个矮凳坐在花丛中，细心

为花儿修剪枝叶。张海霞今年43岁，因

身体原因常年在家休养，家庭生活困难。

两年前，她经人介绍来花艺公司做了花

工，每个月能赚2000元。“这些活干起来

不累，身体能承受，而且每天和花花草草

打交道，心情也变好了。”张海霞说。在鄢

陵，像这样的花木扶贫基地有25家，和张

海霞一样靠花木产业增收的贫困户有

126户442人。

近年来，鄢陵县始终把花木产业作为

强县富民的主导产业来培育，全县花木面

积已发展到近70万亩，花木企业1147

家，花木从业人员21万人。根据花木生

产种植周期长、用工多、用地量大等特点，

该县把70万亩花木产业作为产业扶贫车

间进行培育和打造，引导贫困家庭人员务

工或以土地参股等形式参与，助推贫困户

稳定增收。该县将贫困户纳入花木种植、

养护、盆景制作、绿化工程等产业链条中，

探索出了“花木+”模式，解决了贫困户产

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缺信心、缺技术、缺

资金、缺带动等问题，带动了1500余户贫

困户增收，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精

准扶贫之路。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楠黄
柏松）“没想到银行的速度这么快，有了

资金，复工复产心里就有底了！”3月11

日，占地2000多亩，集优质西红柿种植、

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汝南番顺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舒了口气。

感到方便快捷、服务优质的不只是

汝南番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3月10

日，在汝南县梁祝镇张庄村，郑小建通过

手机银行申请11万元“金燕e贷”，从提

交申请到资金到账，前后不到半个小时。

当前正值企业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

时期，汝南农商银行把疫情防控、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作为当前重要的

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及时召开专题视频

会议，对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春耕备耕进

行安排部署。同时，该行创新推出“金燕

战‘疫’贷、金燕抗疫复工贷、金燕e贷、

金燕农机贷、金燕连续贷”等金融产品，

并启动贷款发放绿色通道，简化授信审

批流程，实施优先处理、优先审批、优先

放款“三优”原则，为企业复工复产、春耕

备耕工作提供了精准、高效的金融支持。

截至目前，该行累计投放企业复工

复产贷款3.17亿元、春耕备耕贷款815

万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萌）

“童老师，您看果树啥时候打药合适？

用什么药好？”3月13日，在叶县辛店镇

刘文祥村，村民张雨正在和林果种植专

家童路军视频通话。

近年来，辛店镇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软籽石榴等水果种植面积已达3.5

万亩。张雨种了近10亩桃树，由于经验

不足，就找到了负责该镇林果种植的科

技特派员童路军。童路军就利用视频

进行网上“教学”，解决他的技术需求。

疫情期间，叶县农技人员采取线上

线下结合的方式为农民提供技术服务，

在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的同时，还

利用微信群等平台推送农业生产信息。

除了网上“教学”外，机械化、智能

化耕作也帮了农民大忙。前段时间，廉

村镇农机手王红豪成了镇里的大忙

人。原来，今年该镇调整产业结构发展

了1700余亩的订单土豆。受疫情影

响，群众无法出门，有土豆播种机的王

红豪成了抢手人物。开沟、起垄、覆膜、

播种一次性完成，一上午就能种100多

亩。而在任店镇高营村麦田上空，几架

植保无人机在为小麦喷洒叶面肥，仅1

分钟就完成了1亩农田的植保作业。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何铸）3月16日，在一片金

黄的油菜田上空，一台无人机轻盈盘旋，

正在喷施油菜叶面花粒肥。据罗山县庙

仙乡林道静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介绍，合作社种植的300余亩油菜、600

余亩小麦全部使用无人机进行施肥、喷

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帮助农民做好春季田间管理，近期，

该乡出动10台无人机对全乡油菜、小麦等

农作物进行飞施、飞防作业，加强田间肥

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为农作物丰产丰收

打牢基础。据了解，每台无人机每小时可

施肥、喷药40亩~60亩，是人工的20倍，具

有“专业、高效、省时、省力、环保”等特点。

近年来，该乡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推

广力度，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推进土地规

模经营，提升农业科技综合使用能力；出

台农机购置、新品种研发、特色产业、设

施农业、品牌商标等奖扶措施，激发广大

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劲头；采取“群众

点餐、政府配送”的方式，针对性地开展

各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3月17日上午，走进尉氏

县岗李乡独楼马村、柴村、东戎村、寺下

沈村的食用菌种植扶贫基地，看到一座

座生态食用菌大棚鳞次栉比，忙碌的村

民们穿行其间，有的在采摘蘑菇，有的包

装菌袋、培养菌种，处处都是一派“忙春

耕”的景象。

据了解，独楼马村耕耘农业带贫基地

是2017年开封市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产业，占地2000多亩，主要发展绿色

农业，开发食用菌、有机杂粮、瓜果、蔬菜、

水产等系列产品，走出了一条“种养加”及

带贫成效明显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路径。

该乡29家带贫企业复工复产后，突出党建

引领，成立产业专班推进，积极统筹调度，

实行党员包社、包棚带贫机制，帮助贫困

劳动力在疫情时期稳妥返岗就业，有效带

动周边村庄贫困人员就业53人，让贫困户

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近年来，该乡始终把产业扶贫、稳定

脱贫、防止返贫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重点，

目前已发展食用菌产业扶贫点12个，标

准化食用菌大棚190座，与新型经营主

体形成利益链接302户。 （陈龙江）

3月17日，伊川县吕店镇，油菜花层

层叠叠，把大地染成一片金黄，游客陶醉

在花的海洋。近年来，该镇为提高土地

效益，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实行“油菜+春

谷”轮作，目前已种植油菜近万亩。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葛高远李德伟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3月17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专题”第三十三场新闻发布会。

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综合组

副组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张若石首先通报我省疫情防控最新

进展情况：3月16日0时~24时，我省无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死

亡病例。截至3月16日24时，全省累

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73例(含境

外输入1例)，累计出院病例1250例。

自1月21日起，河南省已累计追踪到密

切接触者39447人。

据介绍，截至3月16日24时，全省

本地确诊病例19天“零新增”，住院治疗

患者全部治愈出院；疑似病例18天“零

新增”。目前除郑州市有1例境外输入

病例外，全省确诊病例“清零”，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

“复工就是稳就业、复产就是稳经济。”

洛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宛康说，目前洛阳

全市重点民生物资保障和医疗物资生产企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本地配套企业、涉

军涉外企业均已实现应复尽复，科技型中

小企业复工复产率达90.4%；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人员返岗率、达产率均居全省

前列，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

洛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局

长裴万赢介绍，洛阳市坚持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和“三农”工作“两手抓”“两不

误”，切实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农

业生产。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3月17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3月16日~22日，省

民政厅将组织开展2020年社会工作主

题宣传活动。此次活动主题为“专业社

工、守护儿童、托起希望”，通过推广社

会工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中的典型经验，进一步提高

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

此次活动内容围绕儿童社会工作

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社会治

理和服务方面进行。受疫情影响，本年

度宣传活动以线上宣传为主，线下宣传

活动将推迟到“六一”儿童节前后，根据

疫情防控形式，按照民政部统一要求组

织开展。其中，线上宣传在充分运用传

统媒体的同时，要通过动漫、网络视频、

手机短信、户外信息屏、电子书、微博、

微信等手段增强宣传的趣味性和可接

受度。线下宣传可通过事迹展播、社工

故事宣讲、微电影展映、项目案例巡展

等活动增强宣传的吸引力与关注度。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

过活动的开展，充分展示我省社会工作

服务成效和专业形象，进一步推动社会

工作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领域发挥

更大作用。

罗山县庙仙乡

用上无人机 省时又省力
尉氏县岗李乡

扶贫基地复产 党员包社包棚

叶县

“线上线下”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郑法魁

春天的味道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三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全省本地确诊病例19天“零新增”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3月17日，全

省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分

析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防

控工作任务。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

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生猪

生产高度重视，对生猪生产实行目标管

理，要求河南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恢复

到正常年份80%以上，明年恢复到正常

水平。河南省是生猪生产大省，要站在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

度，抓好非洲猪瘟防控，稳定生猪生产。

去年以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防控非洲猪瘟、稳定生猪生产

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五控一隔离”防

控措施，自2018年9月14日以来，连续

一年半没有发生新的非洲猪瘟疫情，生

猪产能得到恢复性增长。但是，我省当

前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必须切实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责任

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以更加有力的措

施，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武国定要求，根据当前非洲猪瘟防控

工作的新形势，农业农村部制定颁布了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防控实施方案（2020

年版）》，对非洲猪瘟疫情响应、应急处置、

疫情认定、信息发布等方面工作都作出了

新的规定。各地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

抓住关键环节，严把养殖监测关、生猪出

栏关、生猪调运关、生猪屠宰关、无害化

处理关，确保不发生新的疫情；要压实各

级各相关部门防控责任，强化保障措施，

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宣传培训，提

升防控能力，加强资金保障，打击违法行

为，严格落实责任，6月底前所有县（市）

和以农业为主的区要具备非洲猪瘟病原

学检测能力，确保防控工作取得实效，促

进全省生猪产业健康发展。

3月17日，河南省第十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从武汉乘高铁返回郑州，上车前，他

们向欢送人员挥手致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省先后派出15批医疗队驰援湖北，在

当天的首批返程队伍中，共有第六批、第十二批、第十三批医疗队的98名队员返程，其他

完成任务的医疗队也将分批返程。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武国定在全省非洲猪瘟防控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严防严控非洲猪瘟
确保生猪稳产保供

据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家卫健委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全面有序开展预防接种工作的通知》，

湖北以外地区要全面有序恢复正常的预防接

种秩序，湖北省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做好预防接种相关工作。

国家卫健委表示，前期，部分地区根据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暂停或调整了当地预防

接种工作安排。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呈现积极

向好态势，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结合实际，综

合分析本地区疫苗针对传染病防控形势，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预防接种工作。

通知要求，湖北以外地区要全面有序开

展预防接种工作。各地疾控机构要指导预防

接种门诊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网络或电话开

展预约接种，优先安排因疫情防控未及时接

种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补种及其他疫苗后续

剂次接种。接种门诊要科学确定每日接种

量，合理安排接种时段，尽可能减少接种前等

待时间，避免接种后留观人员聚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