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 2020年3月23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成睿智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张峰 校对∶王仰瑞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3月21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三十七场新闻发布会，会上，省工信

厅、省卫健委、许昌市、驻马店市等相关

负责人介绍了我省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相

关情况。

省工信厅副厅长郝敬红介绍，省工

信厅建立了重点企业困难问题收集信息

平台，并通过开展问卷调查、调研督导等

形式，多渠道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迅速协调解决；建

立了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情况

日调度制度，每天通报各地复工复产情

况，交流各地典型经验。

目前，省工信厅正同相关部门落实

各类帮扶政策，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

二”。组织企业申报国家贷款贴息和技

术改造补助资金项目，推荐153家企业

纳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

为稳产扩产，该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将中

小微企业扩大产能、改造生产线项目优

先纳入省级企业技改项目，按投资的

30%给予补助。截至3月20日，河南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0664 家中已有

19425家企业复工，复工率94%；员工到

岗率73.4%。省工信厅监测的200户重

点企业已全部复工；15户省管国有竞争

类企业集团本部全部复工。

郝敬红说，河南是全国的医疗防护

物资生产大省，河南的医用防护物资生

产不仅承担着河南省自己的防疫物资保

障任务，同时还承担着保武汉、保湖北、

保全国的重任。截至3月19日，河南省

医用防护服日产量从最初的4900套增

长到日产近8万套，扩大了15倍；N95级

医用防护口罩在产企业从无到有，现日

产量达到15万只；普通医用口罩日产量

从最初36万只增长到700多万只，产量

扩大了21倍。

1月25日至3月20日，我省累计发

往湖北省医用防护服130万套，N95级

医用防护口罩46万只，医用外科口罩

1900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168万只，

负压救护车15辆。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聚焦河南全

省重点项目复工复产、加快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等方面的内容，3月20日，河南省

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专题”第三十六场新闻发布会。

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黄亚军介绍，截至3月18日，省级重点

项目已复工开工1059个，复工开工率

98.8%。在建项目778个，已复工772

个，复工率99.23%;一季度计划新开工

项目262个，已开工255个，提前开工32

个，开工率109.5%。需要用工36万余

人，实际到岗 259800 余人，到岗率

71.1%。多数项目建筑材料、防疫物资

等筹备比较充足，大型机械设备普遍进

场作业，项目建设正呈现出开足马力、加

快推进的势头。

同时，黄亚军表示，今年第一批省级

重点项目共980个，总投资3.3万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8372亿元。这批项目的

遴选，紧扣推动中部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实施和

打赢三大攻坚战、先进制造业发展、乡村

振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民生保障等

方面，涵盖了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基

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社

会事业六大领域二十多个行业，其中计划

建成项目147个、续建项目481个、计划

新开工项目335个、前期项目17个。

十大水利工程是我省实施“四水同

治”首批推进的骨干工程，也是群众普遍

关注的民生工程。

会上，省水利厅总工程师李斌成介

绍，前7项已于2019年开工。目前，7项

在建工程分别于2月下旬陆续复工，复

工率达100%，累计完成投资40.2亿元，

复工以来，共到岗2321人，占应到岗人

数的85%，投入机械设备2041台(套)，完

成投资1.72亿元，且各项目防疫物资储

备充足，防疫措施落实到位。

与此同时，李斌成还介绍说，河南还

将力争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

在今年4月份开工，洪汝河治理工程汛

后开工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南乐县多措并举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目前，全县322

个行政村，村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的169

个，其中收入10万元以上的83个、50万

元以上的6个，解决了村里“无钱办事”的

难题。

该县对到期的集体机动地引入公开

竞价方式，重新发包，增加村集体经济收

入。元村镇曹庄村将260亩承包经营权

到期的村集体土地，以最高每亩1100

元、最低800元的价格公开竞价，重新发

包，为村集体创造了近25万元的经济收

入，高出以往土地承包收入近115%。

该县还整合各类政策、项目资金投

入村级组织，建设农业产业基地、扶贫车

间，由合作社统一收取承包费。千口镇

紫阳村利用财政扶贫资金195万元，建

设126座大棚，每年增加租金收入25.2

万元。该县还引入社会资本，开展村企

共建，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胡倩）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22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专题第三十八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省做好“停课不停学”服务保障，

开展扶贫助学活动，各项帮扶措施惠及

特殊困难家庭学生46万人，让利金额

3345万元。

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

员孙力表示，我省电信企业提升服务保

障能力，为线上教学保驾护航。截至3

月21日，全省信息通信业办理师生手机

流量扩容37.3万户，宽带免费提速21.4

万户，扩容在线教育平台接入带宽

4729G, 增加在线教育平台内容分发节

点32个，服务全省教师及学生家庭线上

教育3.4亿次，开通IPTV名校课堂3811

套，名校课堂累计观看次数6.3亿次，时

长5.9亿小时。

省通信管理局会同省教育厅印发

通知，针对全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以及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组织省三家基础电信企业

推出家庭宽带免费提速至300M、赠送

10G/月国内通用手机流量或20G/月定

向流量、赠送19元助学卡、免费办理宽

带产品等多项通信费用减免优惠政策，

切实做好特殊困难学生网上学习帮扶

工作。

此外，今年前两个月，行业业务总量

保持快速增长，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完成

1219亿元，同比增长43.5%。电信业务

收入完成118.6亿元，同比增长2.7%。

量收规模均居全国第4位，增速分别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6.9个百分点、1.2个百

分点；持续加大建设投入，网络能力不断

提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亿元。全省

4G基站达到29.5万个，居全国第5位。

宽带用户增势良好，全省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4G用户新增数分别居全国

第2位、第3位；提速降费扎实推进，流量

消费加速升级，全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

为4.8元/G，同比下降21.3%。手机上网

流量达到14.1亿G，居全国第3位。

3月16日，沈丘

县周营镇李楼营村早

春大棚生态西瓜种植

基地，瓜农们忙着管

理西瓜苗。据基地负

责人介绍，目前瓜苗

长势良好，预计最早

一批西瓜在“五一”前

后就可上市。

本报记者 巴富
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3月18日，省商

务厅与阿里集团联合开启河南抗疫助

农电商培训公益课。

此次活动采取“两省多地”方式，即

培训老师在杭州，网上启动仪式在郑

州、学员在全省各地举行，为渴望做淘

宝直播的商家、电商创业者、农产品行

业从业者分享网络主播方法、技巧、运

营等多方面的热点知识，带动全省越来

越多的地方农特产品成为网红，走出河

南，走向全国。公益课有近4000人同

时在线收听收看。

“近距离、直观、身临其境的感觉，

再加上各种农村生活场景给网友带来

的新鲜感，让一些农民在网上迅速吸引

大量粉丝成为网红。”省商务厅副厅长

李若鹏说，抗疫助农电商培训公益课是

“春满中原”促消费惠民利民百日行动

的首场活动，标志着全省“春满中原”促

消费惠民利民百日行动的正式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政）3月20日下午，

在武汉急救一线拼搏了45天后，河南省

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急救转运队的81

位急救勇士返回家乡。

河南省第四批援助湖北医疗急救

转运队是由华中阜外医院、郑州市中心

医院、郑州市一院、郑州市七院、郑州市

九院等医院，以及漯河、平顶山等地医

疗机构的81名急救人员、21辆急救车

组成。

这支队伍也是全国首批进驻武汉

支援的医疗急救转运队，45天来，81名

急救勇士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战斗姿态，

克服救护车通信设备和当地救护车通

信设备不匹配、大街小巷分布如蜘蛛网

般的陌生道路等种种困难，每次接到转

运任务，他们组织迅速、分工细致、与时

间赛跑，21辆急救车日夜穿梭在路上，

81名急救勇士无数趟往返于武汉的各

个医院。截至目前，河南医疗急救转运

队已经安全快速高效转运2525名患者，

参与轻症患者集中转送保障15次。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
振阳 通讯员 翁应峰）“好美！”3月22

日，信阳市民王先生从网上看到光山县

数万亩桃花绽放的盛况，激动不已。

当日上午9时30分，光山县在斛山

乡、马畈镇、砖桥镇、泼陂河镇四大片区

桃园，采用云旅游的方式，启动光山县

第四届斛山寨（网络）桃花文化节开幕

式直播活动，展示花海景观和“多彩田

园”成果。

光山县现有桃树种植面积3.5 万

亩，全县19个乡镇不同面积均有分布，

其中集中连片大面积种植的有斛山、马

畈、砖桥、仙居、槐店、泼陂河等乡镇。

这些桃树不仅把荒山秃岭变成花的海

洋，每年有25000吨的桃果销往全国各

地，还解决了当地农民就业问题，为脱

贫致富贡献了力量。

据光山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光山县形成了“多彩田园”产业

扶贫模式，累计发展“多彩田园”产业扶

贫示范工程达531个，累计带动贫困户

34876户次增收，7000多户贫困户依靠

自身力量发展“多彩田园”实现脱贫。

本报讯（记者张舒娜）在目前疫情

趋缓的新形势下，河南一涵汴绣有限公

司积极复工，引导农村妇女居家创业脱

贫，足不出户就可创收赢利。

河南一涵汴绣有限公司是总部

设在郑州的一家专门引导广大农村

妇女居家就业、实现智力扶贫的民营

企业，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汴绣工艺的

培训、研习、制作和营销业务。公司

成立八年来，通过智力扶贫的方式，

解决了近 400 名农村妇女的就业问

题，一批农村贫困家庭从此走上了富

裕路。

为了提升复工生产的针对性，河南

一涵汴绣有限公司充分发挥分布于全

省各地的公司研发基地的引领示范作

用，及时向居家复工的农家妇女提供新

产品的开发指导，使居家复工的农家妇

女制作的产品不但质量达标，品种创

新，同时还产销对路。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周世新青俊

“娘，我回来看您了……”3月15日上

午，趁着回城开会的机会，太康县高朗乡

党委书记王正刚回了趟家，他拉着90岁

老娘的手，眼里噙满泪花说。

这是疫情发生以来的一个多月时间

里，王正刚第一次回家。

1月24日，接到抗疫紧急任务，正在

陪母亲吃饭的王正刚，放下碗筷就赶回了

乡里。每晚11点去各个卡点查看，为值

班人员加油鼓劲，早上第一个起床，驱车

到各个复工企业看一看疫情防控措施是

否落实到位，每天拨打近百个电话，与乡

村干部、卡点值守人员、企业负责人联系，

每天4个多小时的睡眠，这就是高朗乡带

头人王正刚50多天来的抗疫日常。

高朗乡位于太康县东北部，全乡

20143户、73056口人，太马路（太康至马

头）和太柘路（326省道）穿境而过，日常

人流、车流量较大，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上

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多，全乡疫情防控任务

繁重。

“铁人”，是高朗乡政府工作人员给王

正刚起的“绰号”。疫情防控以来，从检查

卡点值守、人员登记到过往车辆和村庄消

毒杀菌，从武汉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逐

户排查到严格隔离，从口罩等防控物资发

放到每一个防控要求，他始终穿梭在各个

排查现场、卡点，事无巨细、不知疲倦，是

一个不折不扣的刚硬汉子。至3月15日，

距他离家到单位已50多天，这些天，他每

天只休息4个多小时。

2月13日是王正刚90岁老母亲的生

日。当日上午，在各村和企业检查完疫情

防控工作后，他悄悄走到一旁，用手机拨

通了老母亲的电话。“娘，疫情当前，我是

一名党员，又是乡里带头人，现在又是疫

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我不能回

去陪您了。祝娘生日快乐！ ”王正刚眼

含热泪对母亲说。

疫情期间，王正刚时刻牵挂居村联养

点里的特困老人。每天，他都要到全乡8

个居村联养点看一遍，为老人们送生活必

需品，查看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在后

高朗居村联养点，他还为老人们做口罩佩

戴示范演示。有人问他为啥这么细致，王

正刚动情地说：“特困老人无依无靠，特殊

时期，政府更要关心到位。”

疫情防控的关键是减少人口流动，村

民们居家隔离，油盐酱醋等生活物资怎么

保证？对此，王正刚组织辖区11家大型超

市、2家农资公司，在全乡开启了13辆爱心

流动配送车，利用微信平台等收集群众生

活必需品和春耕生产物资需求，统一采购，

每三天一次集中配送到村里，再由村里成

立的党员、村民代表和大学生参加的“快

递”志愿服务队，给村民送到家门口。

3月15日中午，王正刚又赶回了乡

里。他来到位于马图河村的河南千里纺

织品有限公司，看到厂区悬挂着疫情防控

宣传条幅，查看企业人员体温登记册后，

王正刚满意地点了点头：“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哪一个都不能放松。”

长时间的劳累，让王正刚的身体有点

透支。同事心疼他，多次劝他到医院检查

一下，可王正刚说：“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

收官，原本就有不少硬仗要打，现在还要

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我是高朗乡的党委

书记，这个时候，我更不能离岗！”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冯和平）

3月17日，在平桐路叶县任店镇路段，两

台挖掘机正在清理路边沟内的杂草以及

整理路边的护坡，清理后的路边沟整齐干

净。

“我们把全县路域环境集中整治和

‘美丽公路’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

有机结合，进一步打造‘畅、洁、绿、美、

安’的公路路域环境，更好地服务脱贫攻

坚、大气污染防治、乡村振兴、森林城市

建设等工作。”叶县交通局党组书记、局

长兰建伟介绍，截至目前，该县路域整治

已拆除违建200多处，整改80余处，新

栽植绿化树36000余棵，垒建花池1000

多米。

争做出彩河南人
——战“疫”一线的最美身影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省级重点项目开工率98.8%

普通医用口罩日产700万只

电信企业为特困学生让利3345万元

太康县王正刚 抗疫扶贫两头忙

叶县
整治路域环境
建设美丽公路

省商务厅与阿里集团
联办抗疫助农电商培训公益课

河南援鄂急救转运队勇士凯旋

南乐县

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

河南一涵汴绣公司

带动农村妇女居家增收

光山县

万亩桃花开“多彩田园”美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 李燕 通讯员

宋涛）3月22日上午，中国·宁陵第十七

届梨花节和第四届桃花节一同开幕。

与往年不同的是，游客可近距离实地观

赏外，还可以网上观赏。

“今年受疫情影响，梨花节和桃花

节采取线上办节会、云上看花的形式，

把梨园和桃园美景展现给大家。”宁陵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洪锋说。

宁陵县是“中国酥梨之乡”，酥梨种

植面积有23万亩。“这些年，我们积极围

绕酥梨产业这张‘名片’做文章，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目前，全县年产酥

梨达6亿公斤，产值超过10亿元。”宁陵

县县长马同和说。

目前，该县正在梨园景区内实施乡

村民宿群落项目，定位是“精品民宿群

落、共享度假庭院、新型乡村生活”。“我

们要把梨园建成商丘市的西花园、宁陵

的会客厅，与商丘古城互补共融发展，

形成‘一城一乡’商丘旅游景区的双璧

格局。”宁陵县委书记李振兴说。

宁陵县

梨花桃花齐芬芳 网上实地都可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