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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疫苗接种的

关键时刻，就要坚守岗位，人中暑了，但

初心不能中暑。”8月4日，在沈丘县中医

院，面对前来看望的镇干部，今年58岁、

有着36年党龄的沈丘县北杨集镇城建

中心主任杨玉科郑重地说。

7月31日中午，烈阳似火，大地像蒸

笼一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忙碌在北

杨集镇林寨行政村疫苗接种点的杨玉科，

在连续工作6小时后，突感头晕、心慌，最

终因高温中暑晕倒在地。疫苗接种点的

同事急忙叫来了急救车，将其送往医院。

“疫苗接种一刻也不能耽搁，对接种

的老年人我们要车接车送。”经过紧急抢

救，杨玉科清醒了过来，第一句话便是询

问、叮嘱疫苗接种点的工作。

自1983年以来，杨玉科一直任职于

北杨集镇人民政府，现任北杨集镇城建中

心主任。几十年来，杨玉科处处以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争做一名称职的共产党

员。

“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是党领导人民

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知党恩，铭刻初

心，永远跟党走。”杨玉科经常教育子孙。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他奋勇当先。

主动要求到林寨行政村疫苗接种点工作

（镇内规模最大疫苗接种点）。

5月7日启用疫苗接种以来，他和镇

中心卫生院的11名医护人员并肩作战。

最高峰时，这里一天能接种新冠疫苗

1000多剂次。杨玉科负责疫苗接种点秩

序维护、现场统筹工作，为加快疫苗接种

速度，他积极参与到每项工作，成立小分

队专车接送群众接种新冠疫苗、协助卫生

院人员组织群众排队接种、帮助群众记录

留观结束时间、做好安全事故防范工作。

由于连续作战，过度劳累，加之天气

炎热，他最终倒在了疫苗接种一线。

“医生说再过两天，我就可以出院

了。到时候咱们一起把扫尾工作做好，

争取不漏一人，保质保量地完成党委、政

府交给的光荣任务。”杨玉科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博赵
明辰）“这个中药茶是免费发放，我趁着休

息时间来接一杯尝尝，喝完后内心暖洋洋

的，县里想得真周到！”8月4日，在嵩县中

医院附近的中药防疫茶饮处，许多路过的

群众拿着茶杯在喝中药防疫汤茶，正在喝

茶的刘伟国老人高兴地说。

日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局部多地再次

暴发，为快速阻断疫情传播链条、打赢防

疫阻击战，嵩县县委、县政府根据国家要

求迅速作出战略部署，号召全社会积极参

与，嵩县中医院紧急准备防疫中药，提升

疫情期间正常人群的预防。

据了解，该中药防疫汤茶处方是河南

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副院长、河南省新冠肺

炎中西医结合救治专家组组长李素云提

供，由薏苡仁、黄芪、甘草、金银花、广藿

香、白茅根6味药组成，适用于新冠流行

期间正常人群的预防，还有清热解毒、抗

菌消炎、健脾渗湿等作用。

在该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统筹安排

下，嵩县中医院职工放弃休息，连夜打包

装箱一万服防疫中药，于8月3日凌晨送

至乡镇各卡点、县直单位、抗疫一线人员

手中；并在医院周围主要路口和医院门口

设置中药防疫汤茶饮处供群众饮用。截

至目前，共有1.5万余名工作人员、3万余

名群众受益。

下一步，嵩县将对各行政村、养老机

构、中小学生、在外返嵩人员免费发放中

药防疫汤剂；在辖区内合理位置设置10~

20处中药防疫汤剂取饮棚，悬挂全民防

疫汤剂点，免费提供熬制可直接饮用的防

疫汤剂；在公共场所、大型商超、农贸市

场、银行、医院、车站等便民服务场所设置

中药防疫汤剂饮用点，确保人人服用。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 韩丰 记者

李燕）连日来，夏邑县防疫抗疫攻坚战在

县城和各乡镇进行得热火朝天。

全市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后，夏邑县立即召开全县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上级疫情防控要求，对全

县防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8月1日，该

县又组织召开全县疫情防控专题会议，

对疫情防控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并

调整、充实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和8个工

作组，进一步细化16个专班的工作职

责，要求大家做到机制不变、力度不减、

防线不松，始终保持战时状态，切实做

到“五个着力”。

着力集中隔离点。按照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统一安排部署，该县第一时间

将天悦君豪酒店设置为集中隔离点，全

面加强密接、次密接人员监管。目前，

该酒店设置房间63间，后勤保障、公

安、医护等有关人员已全部到位，现已

入住密接、次密接人员58人。

着力重点人员排查。该县制定下发

文件，加强对郑州返夏人员，特别是郑州市

六院以及省外中高风险区返夏人员进行

地毯式排查。截至8月1日晚8时，已进行

核酸检测1541人，结果均为阴性。

着力完善防控体系。该县建立、完善

了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县领导包乡、乡

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组干部到人。各乡

镇和县直部门联合作战，相互配合，织密疫

情防控网络，共同筑牢疫情“防控墙”。

着力备足物资。该县财政投入资金

1200万元，将县医药公司定点为全县医疗

卫生应急物资储备机构。截至目前，该医

药公司已储备医用外科口罩421.8万个、

护目镜两万个、医用防护口罩（N95）两万

只、医用隔离衣1万件、医用连体防护服

5000套，应急药品价值600余万元。

着力严格督导。夏邑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各小组密切配合，做好衔接，确保

防控链条不断，工作不留死角。特别是

要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监督执纪问责，充

实调整疫情防控联合组，每天进行明察

暗访，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福彩之声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合买快乐8
开封彩民命中大奖508万元

7月30日晚，福彩快乐8第2021201期开奖，“选十中十”头奖开

出两注，单注奖金500万元，河南彩民收获其中1注，再现大奖福地。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获悉，这注大奖出自开封市八里湾十字路口

41520188福彩投注站，为一张“选十”11码复式票，投注金额22元，

命中头奖的同时，还命中其他奖项，中奖总金额508万元，这也是今

年河南彩民收获的第9注快乐8头奖。

8月2日，开封大奖得主刘先生（化名）现身省福彩中心领奖，据

介绍，此次中大奖的彩票是刘先生与几位朋友一起合买的，他们从

快乐8上市河南后，就开始坚持购买，虽然是新游戏，但他们购彩做

公益的热情丝毫不减，“保持平常心，不买多，剩下的交给运气。”就

这样他们终于等来了好运，508万元大奖让他们激动不已。领奖后，

刘先生表示，他们将会继续购买福彩，支持福彩事业。

同时，大奖中出后，幸运投注站业主也送来祝福，开封是福彩快

乐8的福地，真心替幸运彩民高兴，向他们表示祝贺，也希望越来越

多的人支持福彩事业，助力福彩公益。 （豫福文/图）

7月 20日，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

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郑州市管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成立了以管城市场分中心为牵头单

位的复工复产小组。在郑州市市场发

展中心的支持和指导下，小组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主题实践活动，按照“万人助万企”

活动的相关要求，加快推进火车站商

圈商贸市场经营恢复，以全力确保市

场安全稳定、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经营。

一、召开工作会议，研判着力方

向。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管城市场分

中心组织复工复产小组成员单位管城

区委宣传部、区商务局、区市场监管

局、区人防办、管城公安分局、区民政

局、区金融办、区应急局、区消防大队、

区市政局、区城管局、南关街道办事处

及商贸市场主要负责人，召开火车站

商圈市场经营恢复协调会。根据前期

统计的受灾情况，就第一大道、银基回

迁区受灾商户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以及

如何确保市场安全稳定、企业尽快恢

复经营展开研究，确定了工作思路及

方向。会上，管城市场分中心主任田

建军表示，各部门要明确职责，主动作

为，以最高标准、最快速度帮助商场有

序恢复经营。

二、开展实地检测，确保生产安

全。首先，是检测结构主体。通过建科

院人员实地目测检查，对银基商贸城等

进行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其次，是加强

特种设备监管工作，对大观国贸、世贸

商城、锦荣商贸城电梯进行检查，排查

安全隐患。同时，组织开展对各商场微

型消防站人员的拉练、安全培训工作。

三、安抚受灾商户，提供多项援

助。首先，了解银基商贸城回迁区商户

货物受损情况，为商户寻求调解提供法

律援助等。其次，为银基商户提供金融

政策和银行产品，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

司为银基商户带来5000万元的预付赔

付款。截至7月29日，已收集商户理赔

资料322笔，核损通过297笔，核赔金额

4965万元。最后，继续修订完善城乡小

商户帮扶救助资金拨付方案。当前已

争取到城乡小商户帮扶救助资金640万

元，正在安排下发。

四、协调各方力量，继续优化环

境。全力抢修钱塘路道路塌方，尽快

恢复交通。同时，抓好食品安全工作，

检查食品经营户106户，餐饮经营户

86户，重点检查经营场所卫生情况、

食品原材料是否存在腐烂变质情况，

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此外，检查辖区

药店56家，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泡水药

品，确保医药安全。并要求辖区药店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做好退烧药

品销售登记、工作人员健康登记和经

营场所消杀登记等工作。 (肖列)

心痛！他在疫苗接种一线中暑晕倒

嵩县
中药防疫汤茶免费喝

夏邑县“五个着力”筑牢疫情“防控墙”
郑州市管城区

积极推进灾后重建 加快企业商户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7月份全省

粮、油、肉、蛋、菜、水产品等生活必需品

货源充足，价格总体以稳为主。分时段

看，7月上旬价格持续低位震荡，7月中

下旬受汛情及疫情影响，蔬菜、鸡蛋等

部分品种波动较大。

猪肉价格继续回落，7月份全省猪

肉零售均价为33.1元/公斤，较前一月

下降7.39%，较上年同期下降35.9%；

牛肉零售均价为76.34元/公斤，较前

一个月下降 1.48%，较上年同期上涨

2.95%；羊肉零售均价为77.6元/公斤，

较前一个月下降 0.54%，较上年同期

上涨8.23%。7月中下旬受汛情影响，

我省部分地区内涝严重，生猪外调受

阻，猪肉价格整体呈震荡回落态势。

当前生猪市场供应宽松，猪肉消费季

节性转淡，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将弱

势震荡。

鸡蛋价格震荡反弹，7月份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9.06元/公斤，较前一个

月 上 涨 2.72% ，较 上 年 同 期 上 涨

33.04%；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13元/公

斤，较前一个月下降2.5%，较上年同期

下降0.93%。专家分析：7月中旬以来，

鸡蛋价格涨幅逐周扩大，一是入伏后，

蛋鸡生产进入歇伏期，产蛋率、质量降

低，市场供应相对减少；二是持续强降

水天气下，交通运输受阻，鸡蛋调运不

畅，助推价格上涨。进入8月份，食品、

商超企业陆续开启中秋节备货，预计后

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7月份全省粮

食零售均价为4.94元/公斤，较前一个

月下降0.2%，较上年同期下降4.82%；

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5.87元/升，较

前一个月下降1.67%，较上年同期上涨

4.75%。6月底前后，全省夏粮已基本收

获完毕，7月中下旬的暴雨对整体市场

影响有限。预计后期全省粮油市场仍

将以稳为主，价格波动不大。

蔬菜价格波动明显，7月份全省

蔬菜零售均价为5.07元/公斤，较前一

个月上涨4.75%。7月中下旬，全省遭

遇特大暴雨，导致城市内涝、农田被

淹、大棚损毁，影响蔬菜采摘和运输，

市场供应阶段性偏紧，价格涨幅明

显，月底涨幅收窄。汛情刚过，又遇

疫情，蔬菜等鲜活农产品市场供应压

力增大，各地正积极采取措施，全力

以赴保障居民生活需求。预计后期全

省蔬菜供应有保障，个别品种价格波

动可能较大。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大力开展商标兴

企工作：一是加大商标宣传力度。组织全

县驰名、著名商标持有企业召开座谈会，

引导企业强化商标意识；二是按照“公司+

商标+农户”的模式，培育发展农产品商

标，促进“农场经济”发展，打造特色农业

品牌；三是深入推行商标行政指导制度，

为企业注册商标和申报驰著名商标提供

全程跟踪指导服务。

（康红伟）

进入8月
预计后期鸡蛋价格仍有上涨空间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
大力开展商标兴企工作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永
久）“芝麻绿色高效生防技术，就是把微

生物菌剂拌种、种肥同播（精播）技术、

病虫害生物防控技术结合起来，应用于

芝麻栽培管理中……”近日，河南农科

院植保所博士倪云霞正在项城市贾岭

镇麻大庄地头旁对农机手进行芝麻种

植培训。

贾岭镇已获得国家白芝麻原产地

标记认证，小小的芝麻粒却是当地的

支柱产业。芝麻虽小，但事关广大农

户的秋季收入。为确保农户秋季芝麻

丰产丰收，让小芝麻长出大效益，项城

市农科所针对当地种植户的需求，请

来了河南农科院植保所的大博士倪云

霞。

当了解到当地群众种植芝麻的热

情高涨，倪云霞内心感到震动，认为必

须帮助种植户解决种植技术问题，不能

让群众因为缺乏成熟种植技术，阻碍了

当地芝麻产业的发展。

倪云霞深入田间地头，给种植户进

行了种肥同播（精播）培训，为芝麻种植

大户现场讲解了芝麻生物防控技术要

点，对芝麻主要病害、虫害、草害和无公

害农产品生产与农药使用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阐述和认真讲解，并现场解答农

民提出的技术问题，同时还送来了农

药、种子、化肥等价值3万多元的农资产

品。

项城市农科所把学党史与乡村振

兴相结合，坚持为群众送技术、送种子、

送肥料，助推了乡村振兴，推动了项城

农业高质量发展。

项城市

博士下乡为农民送技术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冯和
平张丽利）“喂，姐，因为疫情形势严

峻，为响应县里号召，咱后天的聚餐取

消了。”8月4日上午，叶县廉村镇王三

寨村村民张要军逐一给亲戚打电话。

张要军是王三寨村村委委员。他今

年18岁的儿子以优异成绩被河南大学

录取。他本来定于8月6日召集亲朋好

友为儿子庆祝，没想到疫情形势突然变

得严峻。“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带头取消

聚餐，为疫情防控‘让路’。”张要军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趋于严

峻，叶县积极倡导“红事缓办，白事简办，

聚会不办”，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聚集、

流动，在全县筑起坚实的疫情“防火墙”。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封德刘剑飞

“今天女儿出嫁不再待客办酒席

了！”8月4日，西峡县双龙镇山涧沟村

黄龙庙组村民孙中学委婉谢绝了亲戚

朋友的盛情，没有亲朋好友热闹的祝贺

场面，一辆轿车载着新娘悄无声息地出

了村。

无独有偶。同村村民史振贵的女

儿也定于8月4日出嫁，但疫情打乱了

原来的安排。

8月2日，村党支部书记张保华在

村部召集两家代表和亲戚座谈，详细

讲解了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晓以大

义，分析利害，从移风易俗到反对铺张

浪费，摆事实、讲道理。一个多小时

后，孙中学和史振贵两家同意取消酒

席。

“我家就这么一个女儿，女儿出嫁是

一件大事，原本想着借这个机会好好庆祝

下，谁想到遇上疫情。不过不要紧，啥也

没有健康重要，落实好防控措施，比啥都

好，这样的仪式也照样喜庆，照样有意

义。”史振贵说。

新娘静悄悄出嫁了

叶县张要军取消“庆功宴”

8 月 3

日，武陟县

龙泉街道组

织居民免费

进行核酸检

测。本报记

者 李梦露
通 讯 员 葛
慧芳摄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