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4日上午，汝州市

蟒川镇半西村，一架农用无

人机正在加药，准备升空开

始全域消杀。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任照伟说，半西村有

6个自然村、12个村民组、

2100人，村内有大小路口7

个，8月3日下午汝州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3号令发布

后，村里立即按要求封堵了

6个路口，只留一个主路口

作为进出通道，其他要求也

一一落到实处。由村组干

部、党员和退役军人组成的

疫情防控突击队轮流值班，

严防死守，全力打赢新一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

讯员 马鹏亮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宋哲哲）因强降雨引发的灾害发生后，汝州市公路管

理局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对G207锡海线养田山区段、S237沁新线寄料山段、S320永

汝线大峪山区段、G207南公铁立交桥和S241西立交桥段开展灾后保通修复工作。

目前，该局共投入工作人员1973人次，机械861台班，清理塌方堆积物37716

立方米，疏通边沟堵塞13607立方米，境内200多公里干线公路基本恢复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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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杨向
前）8月4日，汝州市畜牧局消息，截至

8月3日，该局已印发洪涝灾害后动物

防疫工作技术手册6000册，筹备消毒

药品 200 万毫升，组织排查养殖场户

1742家次，消毒养殖场户 2486家次、

消毒面积692878平方米，补免补防畜

禽 46379 头（羽），无害化处理畜禽

4499头（羽），努力净化养殖环境，全力

阻断疫病传播。

该局动物疫病防控技术专家组高级

兽医师李清利说，汛期是动物疫病高发

期，特别是洪涝灾害后，因灾死亡的畜禽

尸体随河流漂浮，甚至腐烂，疫源地土壤

中的病原微生物暴露等，都极易造成病

原感染扩散。

为切实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

汝州市畜牧局结合近期天气放晴有利

时机，全面开展养殖场、屠宰场、无害

化处理厂、病死猪掩埋点、运输工具和

人员，以及洪涝灾害过水区等大清洗、

大消毒，由兽医专家组成的汛期疫病

防控技术专家组，6 个防汛防疫指导

组，赶赴各乡镇、街道，指导汛期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与网格化机制管理互

动，要求达到村村消杀过关、场场消杀

过关。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永涛）

8月3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消息，靳马线

K7+630-K7+820段木兰沟村西石拱桥

受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影响，整体移位，拱

顶条石脱落水毁严重，变为危桥。该局抓

住灾后晴天有利时机，会同公路勘察设计

部门，组织施工单位连续奋战3天，在该桥

南侧修建了一条长80米、宽8米、高5米的

绕行便道，保障了道路畅通。

在抢抓灾后晴天恢复重建的同时，该

局党组按照汝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第

一时间召开交通运输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推进会，启动联防联控应急机制，印发《关

于做好全系统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暂停

汝州至郑州所有客运班线，包括网上预约、

出租、包车等业务。

8月2日，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梁帅

军带领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现

场督导检查交通执勤点、车站、物流寄递

行业等领域疫情防控工作。梁帅军指

出，防控点、汽车站是市内重要防控交通

枢纽，要进一步提升“三码”展示牌数量

并优化排布方式、设置好宣传喇叭，提示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旅客主动报备行程，

继续把“外防输入”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

之重，严防死守，盯死看牢，坚决筑牢交

通运输疫情防线。

为把防汛防疫和灾后重建工作落到

实处，该局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力量

赶赴寄料镇、大峪镇受灾核心区，实地踏

勘重点区域、关键作业点灾情，恢复重

建。目前，汝州市境内所有公路基本达

到正常通行条件。另悉，该局已选定的8

个紧急项目，将于近期开工，争取短期内

完成恢复重建任务。

铺设混凝土管道郭永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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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防疫两手抓两促进 万众一心大担当大作为

汝州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汝州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李红涛）8月4日，汝州市委书记

陈天富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疫情防

控的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传达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省委书

记楼阳生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批示精神，研

究汝州疫情防控工作。汝州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韩春晓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这次疫情的严

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始终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方针，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理念，始终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机

制，坚决守住防止疫情输入的底线。

会议强调，对境外和中高风险地区返

汝来汝人员，要严格实施相关隔离和检测

措施，明确居家隔离责任人，实施专人监

控，每日按时报告监测情况。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养老机构、企业、商超

等人员聚集场所的管理，降低公共场所感

染风险。要从严抓好院感防控，全面排查

医疗机构风险隐患，加强发热门诊、集中

隔离点的管控，做好相关人员的防疫、管

理工作，坚决守住防止医院感染这个底

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分管负责

同志要抓深入抓具体，各专班各部门要各

尽其责，形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要抓

好疫苗接种的组织发动、宣传引导等工

作，加快构建群体免疫屏障。

陈淑雅，司伟宽、刘新彦、黄彬、曲延

辉、刘国朝、于伟、张义辉、康乐、张剑奇、

范响立出席会议。陈国重、李运平、李晓

伟、武乐蒙列席会议。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联手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

为受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出“豫农担-救灾贷”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陈佳
一）“今天正在办理的有7笔，共计225万

元。”8月3日，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主管

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任向磊，在接受采访

时介绍道。

任向磊说的7笔、225万元，是汝州

市农业农村局、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联

手推出的“豫农担-救灾贷”，这个项目是

专门为服务受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出

的政策性担保产品。

7月中下旬，连续强降雨给汝州市各

行业造成不同程度损失，为帮助受灾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尽快恢复生产，汝州市

农业农村局主动担当、快速行动，第一时

间与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省农业信贷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相关部门联手，推

动“豫农担-救灾贷”政策落地生根，帮助

受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恢复生产所

急需的低成本信贷资金。

7月29日以来，该局与邮储银行汝

州市支行、省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

司，联合到受灾严重的寄料及庙下等乡

镇，实地调研，现场办公，开通业务受理、

审批、放款绿色通道，为受灾严重、有信

贷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

据悉，“豫农担-救灾贷”是省农业

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联合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在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

厅大力支持下，紧急推出的政策性担保

产品，重点对受灾严重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予以优先支持，主要包括符合农业

信贷担保政策性范围的家庭农场、种养

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小微农业企业等，由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负责筛选，单户贷款额度原则上在

1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贷款期限原则

上不超过1年。

大汛之后甘薯产业怎么办？
汝州市特邀甘薯专家侯文邦教授莅汝办讲座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相一
杰）8月3日，来自汝州市农业农村局的

消息称，为了扎实做好灾后甘薯田间管

理，降低甘薯产业损失，该局日前特邀河

南科技大学甘薯产业研究院院长侯文邦

教授来汝举办专题讲座，重点讲解甘薯

清沟排水降渍、晴天中耕培土、科学追肥

配比、重点病虫害防治、合理控旺等技术

要点。

侯文邦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汝州

市建设了脱毒育苗基地、甘薯鲜食储

藏窖等设施，补齐了甘薯产业短板，

破解了发展瓶颈，实现了从试管培

育-温室扩繁-种薯存储-薯苗繁育

全环节生产标准化、规范化，保障了

脱毒薯苗品质，为发展甘薯产业夯实

了基础。在下一步发展中，种植大户

要坚持甘薯产业高端化、绿色化、健

康化功能定位，围绕“汝硒薯业”区域品

牌，强化特色品牌打造，提升产品附加

值。

讲座中，30多名甘薯种植大户就各

自关心的问题积极提问，侯文邦一一解

答。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了汝州薯农应

对突发灾害天气的能力，最大限度挽回

薯农损失，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汝州市甘

薯产业发展及品牌定位。

全面开展畜牧业汛后大消毒工作
汝州市组织畜牧专家和6个防汛防疫指导组下乡

陈天富实地督导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

媒体中心记者 李红涛）8月4日，汝州

市委书记陈天富到金庚康复医院、兴

业居民楼、城垣路师范家属院、税务

局小区、帝多福生活超市、绿洲新城

小区、火车站等地，实地督导疫情防

控工作。

陈天富指出，必须从严落实“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从境外和

中高风险地区返汝来汝人员要主动申

报，自觉接受管理。医院、超市等公共

场所要严格落实测体温、戴口罩、查验

健康码、“一米线”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做好环境消杀工作，切实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防线。社区、居民小区、楼院要全

面落实“十户联防”“楼栋联防”等防控

措施，尤其要对重点人群进行再排查，

确保人员逐一核实、情况见底。要广泛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落实网格化管

理，引导大家戴口罩、测体温、少聚集，

守好社区防控关。火车站、汽车站要

严格落实进站、出站、安检、候车等每

个环节的防控工作，严格执行查验制

度，精准排查中高风险地区返汝人员，

坚决防止疫情输入。

汝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曲延辉

参加活动。

抓防汛防疫 两手都要硬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将开工复建8个紧急项目

夏店镇以“六到位”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

申）面对疫情防控严峻形势，汝州市夏店

镇采取“十户联保”等“六到位”措施，压

实疫情防控责任，坚决打好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全面部署，认识到位。该镇多次召

开党政班子会和村组党员干部会议，学

习贯彻上级疫情防控政策要求，迅速启

动疫情防控战时机制，党政班子成员带

头，镇村两级党员干部全部放弃休息日，

24小时保持通信畅通。

全面动员，宣传到位。各村出动宣传

车，利用大喇叭、小喇叭走村串巷，不间断

播放汝州市疫情防控通知精神。通过微信

群、入户走访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

全面监管，排查到位。以自然村和村

民小组为单位，将十户村民结合为一个疫

情防控联保小组，实行“十户联保”措施，联

保负责人及时向村里汇报本组疫情防控动

态，重点对7月16日以来从中高风险地区

返汝人员做好排查登记，督促返乡人员落

实防疫措施，同时教育引导群众，严格执行

“红事缓办、白事简办”。

全面盘查，堵截到位。各村在进村路

口、小区门口设置值班点，严格落实进出村

人员登记、消杀、量体温、劝返等措施。

全面预防，接种到位。按照汝州市

新冠肺炎疫苗接种要求及时间节点，积

极推进全员疫苗接种工作，做到不漏

村、不漏人，确保实现疫苗接种全覆

盖。同时做好超市、饭店等公众场所疫

情防控措施，关闭家宴城、网吧、校外培

训机构，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和防疫消

杀工作。

全面督查，责任到位。该镇纪委严

格履行职责，对各项防控措施执行落实

情况进行督查、通报，对于工作落实不力

的予以严肃追责问责。

汝州市城管执法局

党旗在灾后恢复重建一线飘扬
本报讯 （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丹

涛）8月3日，汝州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消

息，该局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积

极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投身灾后

恢复重建工作。

该局综合执法三大队党支部组织全

体党员到寄料镇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该局综合执

法三大队接到河南精诚渣土服务公司提

出安排车辆赶赴新乡支援救灾的申请

后，第一时间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帮助这

家公司完成了报备工作。

7月24日，该局机关党委组织力量

与寄料、大峪、夏店、焦村等乡镇，对接汛

后生活垃圾处置及消杀防疫工作，并联

合河南精诚渣土服务公司、汝州市力天

世纪建筑渣土清运公司、汝州市宏通运

输公司、汝州市巨人运输公司等企业，赶

赴寄料、大峪等乡镇，开展镇区道路冲洗

及防疫消杀工作。

汝州市环保志愿者积极参加灾后重建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杭高博）

“社会各界都在积极向受灾群众捐献财

物，我们自己出点钱，出点力，也是表表心

意。”8月3日，汝州市环保局郭江华谈起

和陈康生利用休息时间，义务参加寄料镇

石梯村救灾物资运送发放活动时笑了。

7月25日那天是周日，获知寄料镇

石梯村有救灾物资运输发放活动，郭江

华、陈康生驾驶自家的车辆加入了运送

矿泉水、方便面和食用油等生活物资的

队伍。同日，在环保局耿亚飞的倡导下，

桂要好、张佳琳等主动参加了汝州市社

会组织志愿服务队的活动，装卸、配送救

援物资。

耿亚飞的家在大峪镇，受灾严重，但

参加支援服务时却没有一点儿犹豫，“那

天晚上收到一项装卸救援物资任务后，

我第一个报名。”当天，耿亚飞、桂要好、

张佳琳参加救灾物资卸车直到23时才结

束。第二天，他们又顶着烈日，再次参加

救灾物资卸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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