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8日，

浚县新镇镇在

消毒消杀，预

防洪水退去后

各种疫病的发

生。王子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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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郑州市进行第三次全员核酸检测。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

□本报记者冯佳志实习生杨柳

在通往碗窑河自然村的山道上，

大型机械无法进入的情况下，青壮年队

员顾不上擦去脸上的汗水，扛起硕大的

石块铺设路基，妇女儿童送饭送菜，保

障后勤。这是记者7月28日在博爱县

寨豁乡青天河村看到的一幕。

青天河村辖青天河、碗窑河、靳家

岭3个自然村，处于国家级太行猕猴自

然保护区内，共有110户440人。7月

22日突降暴雨，这里受灾严重，依山而

建的村落整体滑坡，道路冲毁，村中多

处房屋出现倒塌，电力、通信全部中断。

暴雨中，寨豁乡党委书记齐高杰

彻夜未眠，指挥转移群众。

7月23日，暴雨有所减弱，寨豁乡

马上开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碗窑河自然村唯一通往外界的道

路被冲毁，村里断水断电，好几户村民

家里连食物都没有了。乡党委立即组

织党员干部紧急组成一支运输队，肩挑

背扛，绕小路、踏泥泞、蹚积水、翻沟壑，

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绕了2个多小时，

为碗窑河自然村村民送去了水、挂面、

方便面等一批应急物资。

（下转第二版）

青天河精神在青天河村再次闪耀

党群同心打通生命通道

□本报记者李东辉

8月8日下午两点，记者接到了新疆喀什

土陶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凯赛尔江·艾
尔肯的电话，他详细了解了河南灾后重建和疫

情方面的情况。一个远在万里之遥的维吾尔

族32岁青年为什么这么关心河南？这还得从

7月27日的一条微信小视频说起。

7月24日，新疆疏勒县草湖镇43岁的维

吾尔族同胞伊敏江·库尔班经三夜两天55个

小时驾驶，行程9000多里，带着1万个馕、

140条棉被和3万元捐款，于7月27日到达灾

区扶沟。他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灾区的小

视频，在疏勒县引起很多人关注，当天，疏勒

县巴合齐乡也扎巴格村维吾尔族青年农民如

则·马木提就用微信转2000元支援扶沟灾

区，疏勒县巴合齐乡孙伟捐款10000元……

凯赛尔江·艾尔肯也要来河南捐助，7月28

日下午，他和伙伴开着装满500箱麻花、面包、

饼干和100套棉被的两辆小卡车，从新疆英吉

沙县芒辛镇土陶村产业园出发，向河南驶来。

在离郑州800公里时，一辆车坏在了路

上。经过修理，8月1日，他们终于到达陕西西

安，后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原因无法进入河南。

经扶沟县工商联主席齐发卫和扶沟县西安商会

会长代发明等人协调，8月3日，两车充满爱心

的物资辗转运到了扶沟。

“要是没有援疆省市的帮助，也不会有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虽然因为疫情等原因我

没能够到达灾区，但我们的心与河南同胞是

连在一起的。希望河南早日战胜洪灾和疫

情。”凯赛尔江·艾尔肯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吕舜）8

月6日，省政府召开全省农业农村恢复

重建工作视频会议，副省长武国定出席

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开展农业农村灾后恢复

重建，有利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有利于

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有利于实现“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武国定强调，要把灾后恢复重建作

为当前“三农”工作的第一要务。要千方

百计夺取秋粮丰收，抓紧绝收地块改种

补种，力争少减产；加强受灾地块管理，

力争不减产；全面搞好无灾地块管理，力

争多增产。要突出抓好动物疫病防控，

突击打捞处理死亡畜禽，全面开展消毒

消杀，严防重大动物疫病发生。要坚决

防止因灾返贫致贫，开展精准摸排、精准

帮扶，加大资金政策支持力度。要尽快

修复水毁农业设施，摸清受损底数，制订

修复方案，有序恢复重建。要全面开展

灾后农村环境整治，广泛开展村庄清洁

行动，尽快修复损毁厕所，做好农村卫生

科普教育，统筹做好各类受损基础设施

修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管好用好

农业生产恢复资金，严格落实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责任制，努力实现大灾之年全

省粮食和农业取得较好收成、农村社会

大局稳定。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见习记者刘亚
鑫）8月8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卫辉市调研

灾后恢复重建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后河镇邢李庄村、

上乐村镇宋村分洪堰、军营村以及卫辉

市主城区等地，深入受灾群众家中，详细

了解农业恢复生产、群众安置和环境整

治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武国定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理念，统筹好灾后恢复重建和疫情

防控工作。要鼓励引导受灾转移群众分

散安置，千方百计减少集中安置人员、缩

小安置规模；要保障好回迁群众基本生

活，认真开展危房鉴定，确保回迁群众有

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要开展灾区

环境清理整治，加快排除村庄和田间积

水，集中清理垃圾，全覆盖、无死角开展

防疫消杀；要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抢抓农

时，补种改种，努力减少农民因灾损失；

要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坚持民生优

先的原则，将农村水毁基础设施纳入重

建规划，尽快组织实施；在大灾大难面

前，各级党组织要引导群众坚定战胜困

难的信心决心，发挥基层党组织、第一书

记和包村干部的作用，进村入户开展工

作，动员群众不等不靠、重建家园。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吕
舜）8月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

省加快灾后重建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就目前社会关切的灾后重建工作作

出回应。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唐兴

丽介绍，农业生产领域要围绕保障粮

食安全、加快恢复水毁高标准农田，

抓农时、保秋粮，力争大灾之年农业

生产取得较好收成，同时切实抓好因

灾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

物疫病流行。

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

视员高翔介绍，当前，全省粮、油、肉、蛋、

奶、蔬菜总体上储备充足，价格总体平

稳，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高翔

提醒市民，目前生活必需品供应有保

障，要适度购买，无须囤货。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

锋介绍，对因灾急需恢复重建的农村住

房及配套建设的道路、学校、医疗卫生、

变电站、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

可先行使用土地。重建的农村住房及配

套的公共基础设施中，属于临时用地的，

灾后恢复原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继续使

用，不再办理相关手续；属于永久性用地

的，在灾情结束6个月内依法补办规划

用地手续。易地建设确实无法避让永久

基本农田的，经核准允许优化调整永久

基本农田布局，先建设，后完善手续。

本报讯（记者李晓辉实习生王玲）对

受灾农作物统一开展病虫害防控和喷施

叶面肥，作业费加药肥每亩补助指导标准

25元……8月6日，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

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好补贴政

策，管好用好农业生产恢复资金，全力恢

复农业生产，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

通知明确了灾后相关农业补贴标准：

对全省绝收地块改种所需种子由省里负

责提供，对发放现金的要先补种、再发

放。对绝收地块每亩补助50元整地费，

要核实发放。对受灾较轻的904万亩农

作物每亩补助25元叶面追肥。对因灾死

亡畜禽，按每头猪当量无害化处理补助指

导标准80元（含打捞、收集、运输、无害化

处理等费用）进行补助。以上由县级人民

政府负责统一组织实施。

通知要求，各地要抓住时机，动员组

织力量，抓好受灾地块田间管理，加强病

虫害防控，及早喷施叶面肥和植物调节

剂，促进农作物生长，力争受灾地块不减

产。对已经具备改种条件的绝收地块，尽

快组织改种，确保8月10日前全部改种完

毕。对积水已排需要散墒的绝收地块，抓

紧组织开沟散墒，尽快排除田间暗水，同

步做好改种物资准备，最大限度争取改种

时间，力争能种一块改种一块。对仍有积

水的绝收地块，要加大抽水机械和人员投

入，抓紧排除田间积水，尽可能为改种创

造条件。

另外，要加快推进死亡畜禽无害化处

理。组织专门力量，加大对规模养殖场、

养殖密集区、人口集中地死亡畜禽的排

查，对仍在水中的死亡畜禽快速打捞，做

到全覆盖、无死角，应捞尽捞、彻底打捞，

并进行无害化处理。组织基层防检疫力

量，开展养殖、屠宰、无害化处理、死亡畜

禽掩埋点等关键场所消毒，消除病原、消

除疫情隐患。

据悉，为做好农业恢复重建工作，我

省已经下达4亿多元的农业生产救灾资

金，近日还要下达5亿多元的生产救灾资

金。

通知要求，生产救灾资金必须专款专

用，严格检查验收。市县可根据实际，分

类合理确定具体补助标准。补助资金可

从中央、省级财政下达的专项资金和财力

性补助以及市县自有财力安排资金中统

筹使用。要按照“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

原则，规范简化资金审核拨付流程，尽快

安排落实资金，扎实做好绩效管理和绩效

监控，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娟）8月7

日，卫辉市上乐村镇原板桥村在新乡市农业农

村局的帮扶下，出动5辆垃圾清运车，对该村所

有道路进行了路面淤泥、杂草杂物的清理，并开

展了全覆盖消杀，协调做好水电气供应，原板桥

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迅速恢复。

卫辉市7月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灾后重

建任务十分艰巨，新乡市委市政府决定在全

市开展支援卫辉市灾后重建结对帮扶工作。

从8月6日起，新乡市各局委和市直企事业单

位的58支工作队赴卫辉市受灾最严重的58

个村结对帮扶灾后重建。

据介绍，工作队的任务除协调帮助村里

通水、通电、通气、通路、清运垃圾、清洁家园、

消毒消杀等，还要协助各村做好疫情防控、及

时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做好危房排查鉴定等，

帮助当地群众尽快走出困境。

武国定在全省农业农村恢复重建工作视频会议上强调

抢抓农时恢复农业生产
加快推进农村灾后重建

武国定在卫辉市调研时强调

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决心
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灾后农房重建可先行用地

灾后农业补贴政策来了

绝收地块每亩补助50元整地费

新乡58支工作队
结对帮扶卫辉重灾村

一条小视频
触发万里疆豫情

全省高速公路全面恢复通行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郭培远）8

月8日晚，郑州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第七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市

疫情防控工作最新进展情况。

截至8月8日18时，郑州市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1例，原无症状感染者

转确诊40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

例。自7月30日以来，该市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81例、无症状感染者

44例。以上病例均按要求实施集中

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截至8月 8日 18时，郑州市第

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已采样 628.58

万人，检测36.52万人，检出异常结

果1例。

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将按照

“精准分类、突出重点、提升效率、

保证质量”的原则，进一步规范现

场组织、突出安全防护，优化工作

流程、畅通数据渠道，确保采样、检

测、送检、录入、查询等各环节有序

衔接、快速高效。

8月5日，根据郑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

组专家建议，将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港区医院改建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

8月6日改造完工，开始收治病人。

本次改造涉及两栋病房楼，共16个

病区（含2个重症单元），308个房间，

最多可以开设床位664张（含重症床

位48张）。

截至8月8日12时，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港区医院收治患者203人，

现无重症患者。医疗、护理、医技人

员来自郑大一附院和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并

有国家级、省级院感、感染科、重症、

中医等方面的专家指导。强化了中

西医结合特点，一人一案、一人一策，

根据每个病人的病情、体质制订治疗

方案。目前感染者整体病情都在好

转。

郑州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81例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8月8日，记者从省

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当日10点，随着我省最后

一处高速公路通行断点商登高速K126-K127

水淹段的恢复通行，全省高速公路实现全面恢

复通行。

为确保高速公路网的安全畅通，全省高

速公路累计投入应急抢险队伍2297支，抢险

人员56798人次，投入机械22481台次，投入

砂石61880立方米，实施道路救援399次。

为确保抢险救灾运输车辆的顺利通行，

全省高速公路设置了812条专用通道，安排

专人24小时值守，对抢险救灾运输车辆实行

“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优先通行”的“三不

一优先”政策，切实保障救灾应急物资、抢险

设备和人员高效运输。据统计，截至8月7

日，全省高速公路共对26.91万辆（次）应急救

援车辆减免通行费2235.55万元。

全省高速公路将继续做好抢险救灾运输

车辆的保障工作，确保抢险救灾运输车辆优

先便捷免费通行。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李尔
雅）8月8日，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为助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

一步提升医院保洁、护工等易感染场所

工作人员在防疫防护等方面的技能水

平，省人社厅委托专业机构开发制作了

医院保洁、护工等技能人员防疫安全课

程，对公众免费开放。

人社部门还无偿开放疫情期间防

护知识、养生锻炼、心理调适等疫情防

控线上课程，可点击以下链接观看学

习 ：http：//116.255.142.113：8888/img/

fy001.mp4，http：//116.255.142.113：8888/

img/fy002.mp4， http：//116.255.142.113：

8010/otherCourse.html。

省人社厅免费开放防护线上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