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5日，伊川县吕店镇霍沟村千亩红不软桃基地

桃花盛开，网络主播在引导观众赏花。在这个特别的春

天，该村举办了“云赏桃花节”，游客在家就能欣赏到春

日美景。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葛高远谢琰摄

““云赏云赏””
桃花盛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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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
向我省14条河流生态补水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肖飞）村

干部通过大喇叭发出“硬核喊话”，各式

“土味”标语挂满了街头巷尾……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沈丘县迅速吹响疫情防控

宣传“集结号”，推动疫情防控的政策和知

识家喻户晓，为全县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凝聚强大正能量。

悬挂横幅2万余条，启用3000余只

农村应急广播喇叭，投入1000多辆流动

宣传车，10000多名党员干部开通疫情防

控视频彩铃业务……疫情发生以来，沈丘

县第一时间成立由县委宣传部部长任组

长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组，利用多种

手段进行广泛宣传。

除了用好“老办法”，在沈丘农村还

用上了无人机。“孙支书，孙支书，我从

无人机看到村东头有几个人在一块说

话，还有不戴口罩的。”“好，我这就用大

喇叭吆喝他们去！”在沈丘县刘湾镇杜

庄行政村，无人机配合大喇叭，成了疫

情防控的“奇兵”，全村巡视一圈只要

10分钟左右。

网络媒体也成为疫情防控宣传的主

阵地。“我们通过下发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方案，要求各单位运用各自信息发布平

台，及时转发官方渠道信息。”沈丘县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

组组长郭宇告诉记者，目前各平台发布辟

谣信息2200多条，查处发布疫情不实信

息的违法人员2人。

该县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新闻矩阵

优势，不仅全面展示了沈丘干群抗击疫情

的鲜活画面，还有效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奉

献爱心，投身疫情阻击战。目前，共号召

沈丘县企业家、商会组织和社会爱心人士

捐助抗疫资金392.05万元，捐赠抗疫物

资计价918.53万元，累计捐款捐物折合

人民币1310.58万元。

在疫情防控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沈丘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

典型、感人事迹。疫情防控期间三赴武

汉捐赠蔬菜的“逆行老兵”王国辉；持续

多天连轴转，始终坚持在抗疫第一线的

八旬老支书陈继凯；因为“硬核喊话”而

爆红网络的女支书徐晓丽；得知防疫物

资紧缺后多方筹措捐赠的爱心企业家唐

东升……一桩桩典型事迹，汇聚成500

余篇反映全县疫情防控的优质稿件，被市

级以上媒体采用、转发。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一直坚持正面

引导、主动发声、硬核管控，不仅使权威信

息牢牢占据舆论阵地，还有效消除群众恐

慌，切实增强了各界战胜疫情的信心！”

郭宇表示，接下来该县将凝聚强大正能

量，引导企业科学有序复工复产，引导居

民恢复正常生活。

本报讯（记者刘彤）当前，小麦条锈

病在豫南局部呈偏重流行趋势，小麦赤

霉病在豫南、豫东南偏重流行风险高，

将对我省夏粮生产构成威胁。3月22

日，省政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做好小

麦条锈病、赤霉病等病虫害防控工作，

保障全省小麦生产安全，促进稳粮增收

和提质增效。

据省有关农业专家会商分析，今年

小麦条锈病在我省呈早发、重发态势；

我省种植的小麦品种抗病性普遍较差，

若抽穗扬花期降雨偏多，对赤霉病侵染

有利，该病在我省暴发流行的风险也将

大大增加。

通知指出，在豫南常发麦区，小麦

条锈病防控要坚持“加强监测、控点保

面”的原则，病叶率达到1%时组织开展

大面积普遍防治；小麦赤霉病防控要坚

持“主动出击、见花打药”的原则，在小

麦齐穗至扬花初期进行全面喷药预防，

之后5天~7天再次喷药预防，最大限度

减轻病害发生程度。在其他麦区，要加

密小麦条锈病调查频次，根据病情适时

封锁发病中心并开展大面积防治；小麦

赤霉病防控要坚持“立足预防、适时用

药”的原则，密切关注抽穗扬花期天气

情况，一旦遇到连阴雨或连续结露等适

宜病害流行天气，立即组织施药预防，

降低病害流行风险。

通知强调，各级政府要把病虫害防

控工作作为近期一项要事急事，抓紧抓

细抓实。要加大投入，保障重大病虫害

统防统治资金，采取政府购买植保社会

化服务、实行统防统治服务补贴等方

式，大力推进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

治。

本报讯（记者李政 李海旭）在3月

25日举行的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四十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省市场

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岳希忠，介绍

了我省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助力复工复

产等情况。

岳希忠介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省市场监管局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

时，连续出台了《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的28条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全力支持复工复产，积极服务全省

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为助力复工复产，全省市场监管部

门在办理登记注册等行政审批业务时，

全面实行“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

“预约办”服务，有效避免人员聚集。针

对疫情期间部分企业生产证书到期的

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顺延

有效期、实行告知承诺等方式，维持证

书有效期，解企业燃眉之急。全省市场

监管部门以生活必需品为重点，对哄抬

物价、囤积居奇等“发疫情财”行为从严

处罚。

为保障食品安全，全省累计检查批

发市场、农贸市场、商超等98.7万户次，

发现并整改食品安全隐患6100多处，

查处违法案件161件，安排省级食品抽

检7539批次，合格率达98.6%。在保障

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上，省药监局先后成

立17个检查组，共检查药品生产企业

34家次、医疗器械生产企业137家次，

有效杜绝了不合格药品和医疗器械流

入市场。

本报讯（记者张舒娜）近期，省妇联

积极采取多项措施，精准服务各级妇女

组织，为妇女参与复工复产提供政策性

保证。

疫情防控期间，省政府出台《河南

省应对疫情影响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

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全力

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对中小微企业

给予财税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担等政

策措施.为把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省

妇联通过河南妇联网、中原女性之声微

信公众号等新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同时

开设线上课堂，邀请有关部门专业人员

线上解读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促使优

惠政策落地。

在具体措施上，省妇联通过政府购

买社会服务项目，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

服务妇女儿童和家庭的作用，对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的社会组织，在购买社会服

务方面优先考虑。

在培育女性社会组织方面，河南省

女性社会组织服务指导中心加大孵化

培育力度，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对符合

条件的女性社会组织，可享受免费入驻

中心办公等服务。省妇联还广泛开展

调研，了解当前女性社会组织运行现状

和需求，通过讲座等形式，帮助各级社

会组织提升能力。

为做好宣传激励，省妇联倡议省女

摄影家协会、书画家协会等社会组织利

用专业优势，创作优秀文艺作品记录疫

情防控和复工点滴，传递战“疫”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 王亚运）近日，河南省推进

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印发了《关于公布2019年河南省农民

工返乡创业示范县、示范园区、示范项

目和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名单的通

知》（豫农工创〔2020〕1号），公示了16

个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固始

县成功入选。

近年来，固始县始终把就业创业

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中心工作，研

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民创业

促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支持返乡

人员创业的优惠政策，通过政策性支

持鼓励，激发了返乡创业人员的热情

和创业能力，推动了全县返乡人员创业

工作，带动全县上万人实现转移就业。

2019年，全县开展创业培训600人次，

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639万元；评

选县级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40名；实

施政策推动、乡情感动、项目带动，返乡

下乡创业人员累计达5.5万人，创办经

营主体2.4万人，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

24万余人。

3月25日，孟州市西虢镇干沟桥村农

民在滩区麦田喷灌作业。 赵春营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浩
符浩杜智勇）3月17日，记者随淮滨县

农业农村局农技人员先后到固城等乡

镇进行田间调查，引导群众做好小麦田

间管理工作。

“我们家小麦是不是生虫了，根

部黄黄的，后来颈部也黄了，这是怎

么回事？”“你那是小麦纹枯病的典型

症状……”在固城乡邓营村，农技专

家为农民耐心解答。

“我县小麦当前最主要防治的是纹

枯病，这是由于当前田间湿度大、温度

迅速回升导致的。”该县农业农村局植

保站站长何伟说，“这种病在小麦全生

育期都能造成危害，管理不好会导致穗

粒数减少、籽粒灌浆不足和千粒重降

低，严重影响小麦产量。要用井冈霉素

或者噻呋酰胺，并按说明书所说的使用

剂量进行喷洒，严重的地块五到七天以

后再进行第二次喷洒。”

“3月6日至11日，我县周边地区

先后发现了小麦条锈病。据气象部门

预测，我县3月~5月份降水量略偏多，

平均气温略偏高，未来气候条件对该病

的流行较为有利。”何伟说，“下一步，要

重点防治条锈病，它是流行性气传病

害，在我县有偏重以上流行的可能，必

须加强监测预警，加大防控力度。”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马文
涛余林冲）“驻村第一书记和村‘两委’

干部提议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发挥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选配优秀党员充实

到村后备干部队伍中去，成立值班、宣

传和保障小组，科学有效组织复工复

产。”3月23日，邓州市刘集镇陈桥村党

支部书记王青山说。

为加快小麦“一喷三防”和春花生

备播，在做好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刘集

镇积极协调购进农药、化肥等重要生产

物资，组织群众开展小麦喷淋防治

4300余亩，春花生备播1200余亩，为

农业丰产打好基础。

总投资2200万元的泰锋漆厂是陈

桥村招商引资扶贫企业，因受疫情影

响，生产设备未能及时拉回，镇村党员

干部积极协调，经过努力，于近期完成

设备转运安装；在得知北京大农集团拟

投资陈桥村秸秆造纸项目意向后，该镇

主动配合做好项目衔接，推动此项目早

日投产。

针对复工复产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

情况，该镇认真了解务工目的地返岗要

求，做到精准对接。组织村医和村组干

部，认真做好健康证报批服务，帮助群众

备耕生产，帮助符合条件的扶贫企业复

工复产，协调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

3月21日，正阳县政协驻王勿桥乡便

民村第一书记沈俊启（左二）在向农民讲

解大棚蔬菜管理技术。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沈丘 凝聚共同抗疫正能量

省市场监管局28条措施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省妇联为妇女复工提供政策保证

固始县入选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

邓州市刘集镇

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淮滨县

专家“把脉开方”保春耕

今春我省重点防控
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记者25日从水

利部了解到，自3月13日以来，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总干渠逐步将输水流量加大至设计流量

350立方米每秒，向河北、河南两省25条河流实

施生态补水，确保完成2019年至2020年度华

北地区10亿立方米生态补水任务。

水利部有关负责人说，当前正值北方春灌

大好时节。华北平原是我国的小麦主产区。开

春以来，河北、河南两省雨水偏少，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两省水利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抓好

春耕灌溉供水保障工作，各灌区陆续开闸放水。

据统计，截至3月24日，南水北调中线一

期工程向河北境内包括滏阳河、七里河、泜

河、滹沱河、沙河等11条河流补水。同时，工

程也正在对河南境内包括湍河、白河、沙河、

双洎河、十八里河、淇河、安阳河等14条河流

实施生态补水。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期，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向沿线河

流实施生态补水，将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面助力沿线城市复工复产，提供坚强的水

资源基础保障。”这位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