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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吕舜）8

月5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周口市调研指导

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武国定带领省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

先后来到扶沟县曹里乡彭庄村，西华县

红花集镇关口村和县城贾鲁河大桥等

地，认真查看农村灾情、群众安置、绝收

农田改种补种工作情况，并听取农业灾

后恢复生产工作汇报。

武国定强调，这次我省遭遇极端暴

雨天气，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农业生产

受灾严重。要加快绝收地块改种，及时

抢排积水，改种补种杂粮、青贮玉米、蔬

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限度减少农民

因灾损失；要加强受灾农田管理，组织

好统一喷施叶面肥，努力使受灾地块不

减产；要抓好其他大田作物管理，加强

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防控，努力做到无

灾地块多增产，全力夺取秋粮丰收；要

加强设施农业和畜牧业恢复重建，组织

专门力量，加大财政投入，加快推进死

亡畜禽无害化处理，抓紧修复养殖圈

舍、蔬菜大棚、水毁农田等设施，尽快全

面恢复农业生产。

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

□本报记者董豪杰

昨日，本报@河南日报农村版抖音官

方账号上一组洪涝灾害区及时播种补种

的短视频，发布不足20小时，播放量就突

破800万。网友在评论区热烈互动，有点

赞，也提出很多疑问：接茬小麦种植区到

底能不能加茬种植农作物，种哪些合适？

记者根据近期我省农业专家提出的技术

指导意见，回答网友提问。

快乐女人：现在种菜可以，种玉米不行。

@快乐女人 目前补种的玉米应为青

贮玉米和甜糯玉米。青贮玉米不收玉米

穗，而是连叶带秆一同收获，经过青贮过

程后，作为牛羊饲料来使用；甜糯玉米作

鲜食用，选择生长期短的品种，可在10月

收获，不影响下茬小麦播种。

无论是青贮玉米和甜糯玉米，专家建

议都应在8月10日之前播种。

心宽路则宽：这个季节种点绿豆还可以。

@心宽路则宽 绿豆是非常适合改种

的作物。绿豆从4月到8月均可正常播

种。绿豆生长所需积温为1600℃，我省

所在的黄淮海区域大多能满足。

目前来看，绿豆越早种植越好，10月

10日可收获，品种可选择河南、山东等地

品种，产量一般每亩300斤到400斤。

应注意，绿豆收获时，是否有足够人

工采收，确保控制成本。

带头大哥：9月底玉米都该收了，现在

只能种两三个月成熟的作物，要不没法种

冬小麦。

@带头大哥 接茬小麦种植区，选择

作物和品种上应注意，要选用生育期短

的作物和生育期短的品种，以免耽误小

麦种植。

无论选种哪种作物，要留足收获时

间，并为小麦种植留足整地、播种时间。

好人一生平安：种荞麦刚好。

@好人一生平安 改种荞麦是不错的

选择。但我省荞麦种植面积小，大多数农户对

其并不“熟悉”。荞麦种子、种植、收获、销售等

问题均要考虑。

晨曦：改种白菜！

@晨曦 根据目前茬口特点，受灾农

户可及时补种白菜。

接茬小麦种植区，一定要选择早熟大

白菜品种，一般60天左右成熟，国庆节前

后可上市。如田间积水未完全渗完，可以

先进行早熟白菜穴盘育苗，待苗龄20至

25天，整地后进行定植。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8月3日，记者

从鹤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

市灾后损失统计和补偿、补助等工作相继

展开。

据悉，7月22日以来，鹤壁市相继启

用良相坡、共渠西、长虹渠、柳围坡、白寺

坡、小滩坡6个蓄滞洪区，蓄滞洪区内241

个行政村以及浚县农场等损失较大，将按

政策给予补偿。

补偿对象为蓄滞洪区内具有常住户口

的居民，补偿范围包括农作物、专业养殖和

经济林、住房的水毁损失，居民住房只补偿

主体部分的水毁损失，其他搭建的附属建

筑物不属于补偿范围；无法转移的家庭农

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

品因受转移时间等限制没有转移到安全区

域而造成的水毁损失，主要包括电（动）机、

柴油机等农用生产机械，牛、马、骡、驴等从

事农役的牲畜（不含幼畜），空调、电视机、

电冰箱、洗衣机等主要家用电器。

补偿标准为：对农作物、专业养殖和

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

值的50%~70%、40%~50%、40%~50%

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

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

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住房按

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家庭农业生产

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

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家庭农业生产机

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

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

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

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

另悉，为帮助畜牧业水灾严重地区和

滞洪区养殖场户渡过难关，尽快恢复生

产，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已下达鹤壁

市打捞收集死亡畜禽两批补助资金，共计

2620万元。补助标准为：每打捞收集牛

150元/头、猪40元/头、羊30元/只、禽1

元/只，畜禽无害化处理补助指导标准按

照每头猪当量补助80元核算。因水灾死

亡畜禽补助按照每头（只）死亡生猪300

元、奶牛 2500元、肉牛 2000元、羊 150

元、家禽4元进行测算，各县区可结合实际

确定本地补助标准。

□本报记者李东辉 通讯员谷志方 文/图

8月4日，天刚刚亮，河南拜瑞克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刘国伟和16名防疫消杀志愿者把16台弥雾机

装上车，离开扶沟，如他来时一样悄无声息。

8月3日下午6点，河南拜瑞克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消杀服务队完成了最后一个消杀点——扶沟县丰

园小学的消杀工作。从7月29日开始，他们高强度

的消杀工作已持续了6天。看着一个个疲惫的孩子，

刘国伟决定休整一晚，让队员们喘口气。

由于贾鲁河上游泄洪，扶沟县成了重灾区。洪

水还未退去，刘国伟已经做好了义务消杀的准备工

作。7月26日，中农立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

国伟捐赠了10台弥雾机，并派出4名年轻力壮的员

工与刘国伟同行。这次去扶沟灾区搞消杀，刘国伟的

妻子、儿子、女婿都来了，可以说是全家齐上阵。

扶沟县爱心协会志愿者郝永霞听说后，在爱心

协会的微信平台发布了信息，一时间，参加义务消杀

的请求刷了屏，郝永霞根据申请情况进行了统一规

划，并全程跟随服务。

7月29日下午3点，刘国伟带着16名队员和16

台弥雾机到达扶沟，立即开展消杀工作。他们转战

多个地点，在高温下穿着防护服，队员全身湿透，有

的队员甚至出现了短暂晕厥。刘国伟的妻子陈小

红从县城买来午饭，队员们在路边树荫下，以地当

桌，以砖为凳，汗水流在馍上、流到菜里，他们饭后

靠树休息一会儿。

在聚鑫苑小区，居民送来了西瓜；在中汇国际

城，居民送来了冰镇矿泉水……

6天时间，刘国伟团队开展消杀3600（台）次，用

掉消毒剂2吨、蚊蝇药1吨，消杀面积达3500万平方

米，涉及24所学校、26个社区、7个村庄、12个单位。

刘国伟说：“水灾过后，蚊蝇滋生，最容易出现痢

疾、感冒等传染病，消杀病菌刻不容缓。我们只是做

了点儿专业人应该做的工作，灾区的群众却给了我们

太多温暖和感动。”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青俊孙阳

8月5日中午12时许，太康县人民医

院核酸采集护士谷苗苗来到更衣室，脱

掉隔离衣、防护服，身上的手术服早已被

汗水浸透，她用手拧了一把，手术服上的

汗水像雨点似的往下淌。“我们护士每天

都是这样工作。”谷苗苗拧着衣服上的汗

水，笑着打趣说。

据太康县人民医院院长助理闫云介

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来医院核

酸检测的人越来越多。为给群众提供及

时、准确的核酸检测证明，太康县人民医

院迅速抽调人员增加核酸检测力量。“核

酸采集每天从早上6时开始，一直到晚上

12时才结束，每天工作都在13个小时以

上。住院部检测点24小时值班。”闫云说。

当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太康县

人民医院西广场。广场上数十个遮阳棚

一字排开，数百名群众戴着口罩，在护士

汪艳华和志愿者孙涛、程大成的组织下，

正有序进行核酸采集。“来，哈气……”在

一个核酸采集点，护士们穿着防护服，正

有条不紊地工作。

为尽快消灭这轮新冠肺炎疫情，太

康县人民医院的护士们都憋了一股子

劲。护士李梦月的孩子只有8个月大。

核酸检测开始后，她把孩子交给婆婆照

顾，每天只回一趟家。孩子饿了，婆婆就

抱着孙子来到医院，等李梦月下班了再

让孩子吃奶。

汪艳华前两天生日，60多岁的母亲

为她早早买好了蛋糕。可是，因为核酸

检测实在太忙，汪艳华没有顾上回家。

母亲想给汪艳华打个电话，但她拿起电

话又放下了：“打一个电话就可能耽误女

儿给几名群众进行核酸采集。这个电话

不能打。”提起女儿，汪艳华的母亲眼圈

红了。

连日来，太康骄阳似火，室外温度一

度达近40℃。但医护人员每次给群众进

行核酸采集，除了戴口罩、护目镜外，还

要穿上隔离衣、防护服、手术衣三层衣

服，密不透风。护士司肖肖工作中中暑

倒地，恢复过来后，她依然坚持工作。护

士方梦雨中暑后，躺在床上嘴里还一直

喊着：“排队、核酸检测不能停。”

“每次穿上防护服等，我们都感觉到

心慌、发闷，身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流。”

护士魏荣华说。

（下转第二版）

8月5日19时16分，一儿童在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核酸检测点接受核酸检测。8月5日，为进一步阻断疫情

传播，郑州市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赵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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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护士衣服拧出水！

本报短视频引发关注，记者根据专家指导意见与网友互动——

灾后种啥？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

鹤壁开展灾后补偿补助

高温下的6天义务消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单行本出版

标题新闻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单行本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本报记者 杨青

“我报名！我来！”郑州市金水区“红

十字”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刚刚从新乡返

回郑州，又接到任务。医疗队成员顾不

上疲惫，又斩钉截铁地报名再次出征。

8月4日，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接

到郑州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命令

后，迅速组建“红十字”医疗转运服务

队，紧急调派15辆救护车、32名医护人

员和驾驶员，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转

运患者。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油！”王锦

鹏是这支医疗服务队的队长，在出征前

为队员们做动员鼓劲。他反复叮嘱队员

们要加强自身防护，一定要圆满完成任

务。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纷纷表示听

从指挥，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抗洪归来再抗疫，他们都冲锋在前！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郭培远）8月5

日晚，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郑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李慧芳通报了疫情防控的最新进展情况。

据介绍，截至8月5日18时，郑州市

共报告本土病例112例，新增3例确诊患

者和8例无症状感染者，11人均为全员

核酸检测筛查发现，已按照有关规定进

行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112例感染者

中，19例确诊、93例无症状；二七区94

例、管城区2例、金水区5例、荥阳市3例、

惠济区1例、新郑市7例。

截至5日10时，二七区第二轮全员

核酸检测已基本结束，共检测85.61万

人，有2例结果异常，正按程序进行复核

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为彻底排查潜在人群感染者，尽早切

断病毒传播链条，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于5日上午9时逐步启动，计划于8月6

日17时完成采样工作。本轮全员核酸检

测采用1+1工作模式（一人登记，一人采

集），组织省、市、县三级医疗机构采样队伍

2.2万人，统筹省内外核酸检测机构技术力

量，最大检测能力达到75万管/日。为确保

采样过程安全有序，封闭区由采样人员上

门按照1∶1单样检测；封控区按5∶1混样

检测，其他区域按照10∶1混样检测。

郑州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刘国伟团队成员在消杀

武国定在周口市调研时强调

争分夺秒 抢抓农时
全力以赴抓好农业灾后恢复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