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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

千名志愿者战“疫”忙

许昌市迅速解决企业用电难

中牟县韩寺镇加快恢复农业生产

电梯挂着“吊瓶”打“点滴”
南阳市宛城区大型商超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抗击疫情大孟镇信访代办员在行动
“你好，请问你要办什么事

情？请来测量一下体温、填写登记

表……”这是中牟县大孟镇信访代

办员参与一线防疫的真实写照。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大孟镇信访

代办员在统筹兼顾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主动扛起责任，每日为进出

小区居民体温监测、健康信息登

记、代买代办生活用品，做好对居

家隔离人员的管控和贴心服务工

作，让居家隔离人员隔离不隔爱，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做出自己的贡

献。 （马艳闯）

□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供应有保

障，价格总体稳中有降。猪肉价格弱势

运行，上周全省猪肉零售均价为30.78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2.9%；牛肉零

售均价为75.16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0.82%；羊肉零售均价为77.32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94%。当前猪肉市

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延续，价格低位波

动，随着气温下降天气转凉，终端消费

需求有所增加，加之后期中秋、国庆节

日消费提振，预计近期猪肉价格有企稳

回升的可能。

鸡蛋价格降幅明显，上周全省鸡

蛋零售均价为10.31元/公斤，较前一

周下降 5.33%；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1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3%。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居民需求回归理

性，鸡蛋价格连续两周回落。现阶段

仍是鸡蛋消费旺季。预计近期鸡蛋价

格将高位企稳。

粮油价格以稳为主，蔬菜价格继

续回落。立秋过后天气转凉，有利于

蔬菜生长，北方菜集中上市，市场供应

增加，价格逐渐恢复正常。预计近期

蔬菜价格仍有回落的可能。

水产品价格略有波动，疫情防控

对餐饮行业的影响仍在持续，水产品

消费受限。预计近期水产品价格仍将

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水果价格小幅下降。上周全省水

果零售均价为9.58元/公斤。葡萄等

水果仍处于上市高峰期，受供求关系

影响，价格继续回落，预计近期水果价

格仍呈季节性下行态势。

河南商务预报河南商务预报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
振辉）“村里卫生环境比以前好多

了，沟渠的垃圾清理及时了，排水也

畅通了，再也不用担心夏天暴雨的

积水了……”

“你们巡察后村头危桥改造进程

加速了，村民不再望桥兴叹，现在大家

出行方便多了……”

前不久，在沈丘县委巡察整改督

查组深入实地调查时，每到一处，村民

见了督查组副组长李海涛都唠家常诉

说着。沈丘县委巡察机构在做好巡察

“后半篇文章”上强劲发力，以解决问题

为指引，做实做细巡察整改工作的督导

检查。

抓好巡察整改前培训工作。督查

组根据被巡察单位集中整改期间上报

的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巡察整改报告

和整改台账信息，以及明确的整改措

施和时限，认真研究、分析、商议被巡

察单位整改督导的重点，做到心中有

数、目标清晰、分工到人、责任到人。

认真开展督查检查工作。巡察整

改督查中听取被巡察单位关于巡察整

改的专题汇报，进一步夯实被巡察单位

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

任，积极调动派驻纪检组的监督责任，

自查自纠，对照整改，举一反三，形成整

改工作合力。督查员按照各自分工，采

取查账式的模式，问题清单、整改台账

和整改佐证材料“三对照”，对于整改不

彻底、不到位、不深入的问题绝不放过；

同时深入实地走访干部职工和广大群

众，将整改到位率、移交事项办结率、群

众满意率作为衡量质效的标准。

坚持问题再整改。巡察整改督查

结束后，针对整改不彻底、不到位、制

度不健全等问题，按照“同题共答、同

频共振、同向发力”的原则，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主要矛盾，确保巡察整改工

作不发散、不跑偏。“巡察是‘政治体

检’，整改是政治责任，把问题解决才

是整改的最终目的。”沈丘县委巡察办

主任张涛说。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刘忠士邵群峰

8月23日，是商丘市睢阳区疫情中风险小区

帝景南苑（北区）封控管理的第11天。一场大雨刚

刚过去，小区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上午11

点半，20号楼一单元突然传来一阵歌声，一下打破

了小区原本的沉寂。

原来，协助宋城街道办事处在该小区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睢阳区城管局宋城城管所工作人

员，在查看核查核酸检测资料时，得知8月23日是

郭弋宁小朋友的6周岁生日，他们当即决定在这个

特殊的时期，给孩子过一个特殊的生日，舒缓、安

抚一下人们因隔离而造成的焦虑情绪。

“我们进驻这个小区已经11个昼夜了，非常了

解隔离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压抑、焦虑甚

至烦躁的情绪在所难免。”宋城城管所所长王立功

说，“当天上午，在完成小区防汛安全检查和防疫

消杀工作之后，我们赶紧安排队员薛红静去定做

蛋糕、购买生日礼物。当我们敲开郭弋宁小朋友

家的门时，一家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开始我以为是工作人员送生活物资呢，万万

没想到是来给孩子过生日的。”郭弋宁的妈妈王俊

霞激动得当场落泪，“真是太意外、太感动了！孩

子对这个生日期盼已久，我们原本是想瞒过去，等

疫情过后再补上。”

看到几位“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和生日蛋

糕、芭比娃娃，郭弋宁在短暂的惊讶之后，开心得

连蹦带跳，两只小手连连鼓掌，脸上乐开了花儿。

温暖的烛光亮起，祝福的歌声响起。那一刻，

疫情带来的阴霾被驱散，郭弋宁一家人感受到的

只有温暖和感动。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张庆元
李冬冬杜燕伟）一部电梯竟然也能进行

“静脉注射”？8月22日，在南阳市宛城

区盛德美购物广场南航店通往二楼的自

动扶梯，正挂着“吊瓶”打“点滴”，长长的

“输液”软管伸向扶手表面，软管头部还

装有毛巾滚轮，这个装置让前来购物的

顾客都十分好奇。原来，这是在给电梯

消毒！

在盛德美购物广场入口处，前来购

物的群众络绎不绝，超市出入口的工作

人员不断提醒来往顾客佩戴好口罩，除

设有红外测温仪外，工作人员还逐一为

顾客测量体温、查看健康码和行程码；周

边关于疫情防控的标语随处可见，同时

还利用广播向广大群众宣传疫情防控相

关知识。

在大统百货、禄康源超市孔明路店

等商超，工作人员随时提醒顾客扫码、测

温、保持安全距离。大统百货为店内所有

工作人员做了核酸检测，禄康源超市主动

为无法出示行程码的老人做好信息登记。

针对目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宛城

区辖区内各大商超企业坚持疫情防控工

作不松懈，经营主体进一步落实主体责

任，积极主动配合属地加强人员排查防

控，切实完善防控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理

预案，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曹要强白贺阳）8月16日，在上

蔡县无量寺乡赫庄村的村口，一

个戴着眼镜、瘦瘦小小的男孩子

正在为进出人员做登记、量体

温，他叫刘威俊，是郑州西亚斯

学院大二的学生。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共青

团上蔡县委全面吹响疫情防控

“集结号”，与广大团员青年一道

投身战“疫”。目前，在上蔡县

26个乡镇（街道）的639个疫情

防控监测点坚守着1200多名青

年志愿者，其中大学在校生近

1000名，成为该县疫情防控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刘天鹏郭中华

“请摘下口罩，说‘啊我’……”弯腰，手捏拭子

直达咽峡处，准确快速地反复擦拭，随后将拭子投

入运送培养基等一系列流程，最后进行严格的手

部消毒……这套核酸采集动作，西平县中医院医

生王莉莉一天内重复了1600多遍。

8月17日下午6时许，记者在西平县蔡寨乡冯

张庄村核酸检测采集点看到，红色的简易帐篷内，

医护工作者正在熟练地进行核酸采集工作，前后

相隔一米站立的群众在等待核酸采集。

“我们下午2时30分就开始工作了，一直到

现在，排队的人一直很多，感觉每时每刻都是高

峰期。即便到了下班点，只要还有人在排队，我

们就会继续坚守在岗位上。”王莉莉说，“在工作

中我们坚持不喝水，一是没时间，二是避免去厕

所。因为这身防护服一旦脱掉，便不能再用了，

大家都不想浪费物资。”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吕
运奇 陈志彬）8月16日，在中牟县韩

寺镇荣庄村的农田里，数十台耕耘机

械轰鸣不止，大型深翻拖拉机来回穿

梭，村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把

灾后恢复重建当作了主战场。

连日来，韩寺镇党委、镇政府一边

构筑疫情防控防线，一边加快恢复农

业生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灾后重建

和经济发展三场硬仗。

该镇结合受灾实际情况，协调土

地深翻机、秸秆粉碎还田机、旋耕耙

等，对 2.74 万亩水淹农田进行统一

土地翻耕、杀菌消毒，为秋季大蒜、

草莓以及各类蔬菜的种植扫清障

碍。

按照“田里损失地里补、夏粮损失

秋粮补”的要求，该镇农业服务中心积

极同上级部门对接，成立农资供应保障

专班，加强农业生产物资调度，紧急调

运各类种子5000公斤、农药40余吨、

肥料4000余吨，并及时将种子分发到

受灾群众手中，组织群众抢抓农时，抢

播抢种。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张彦鹏

8月5日以来，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的报告再

次打破许昌宁静的生活。

承担全市可疑样本的复核及疫情指挥部的

指令性检测任务的许昌市疾控中心检测检验中

心，于8月8日接到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万人次

核酸检测的紧急任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天下午4

时，检测组18名同志（其中12名为女同志）进入

实验室投入战斗，彻夜不休，连续进行核酸检

测。经过整夜的超负荷工作，于次日上午10时

终于完成检测工作。

紧急任务刚完成，第二批核酸检测任务又要

开始。检测组的女同志顾不上疲惫的身体，更顾

不上家里年幼的孩子，再次投入检测工作中，连

续工作近40个小时。

实验室内是负压环境且温度较高，每名工作

人员工作时都需要身着两层防护服，长时间戴着

防护口罩，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检测组的贾桂华

心脏不好，每次同事担心她身体承受不住要求替

换时，她都摆手示意自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每

轮次检测工作结束时，她都出现脸色苍白现象，但

从无怨言。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彦鹏）今年以来，河南黄河旋风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旋风）对电压的

要求超出国家标准近4倍，这成为摆

在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近日，许昌市“万人助企联乡帮

村”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企业反

映问题后，迅速进行转办。国家电网

许昌供电公司积极组织各级营销人员

开展上门走访活动，提出了用电改进

措施，使问题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国家电网许昌供电

公司为彻底解决企业用电问题，还制

订了终期供电方案。在建议黄河旋风

自建一座110千伏变电站的基础上，

针对新增供电负荷，国家电网许昌供

电公司新建110千伏辘湾变电站也已

列入今年开工计划，一期工程新建主

变压器1台，容量50兆伏安。目前，

资金已经到位，正在办理土地相关手

续。该变电站投运后，容量上可完全

满足黄河旋风的用电需求。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
新强 马松昭）“近段时间由于疫情防

控，交通不便，我们公司饲料急缺，需

要存货储备，可是周转资金出现紧张，

没想到邮储银行第一时间给我们办理

了100万元‘生猪贷’续贷，相比去年

还增加了50万元的额度，真是太给力

了！”8月17日，鲁山县普旺农林牧有

限公司负责人狄志国说。

8月初以来，由于受疫情防控影

响，鲁山县一些企业经营陷入窘境。

为了使客户尽快拿到扶持资金，该县

政府办副主任华润和带队，同县金融

办和邮储银行相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

上门服务，此后又立即召开项目评审

会议，完善流程，及时上报审批，目前已

放款22笔693万元，为这些企业正常

生产和发展壮大提供了资金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 李
盼记者李燕）8月24日，记者从

夏邑县中峰乡获悉，面对疫情防

控的严峻形势，该乡入党积极分

子挺身而出，投身疫情防控一

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党组织

交上了满意的答卷。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大常

庄村妇女主任、入党积极分子朱

芳芳把年仅5岁的孩子托付给

父母。“这十多天来，朱芳芳不是

在卡点上就是在核酸检测采样

点上，别看她瘦瘦弱弱的，干起

工作比男同志还有劲。”大常庄

村党支部书记说。

崔乐友是孙各村的一名入党

积极分子，在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中，他主动请缨，穿上防护服到检

测区为每个采集好的样本贴上标

签，这工作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一天下来，累得腰酸背痛、手指麻

木，但他从不抱怨。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灵

“喂、喂，老少爷们，我再说一遍：尤其是在外

面打工的、上学的，家里从外边回来人一定要跟

我说，别回来了我还不知道，疫情防控很重要，大

家都不能掉以轻心！”

8月22日一大早，在沈丘县白集镇刘楼村，

又传来了大家熟悉的“喇叭声”。

而这个喊喇叭的人，则是被乡亲们都形象地

称为“喇叭哥”的村党支部书记闫青春。

今年38岁的闫青春，每天党徽胸前戴，小喇叭不

离手，走到哪里吆喝到哪里，这是他每天的常规动作。

“喇叭哥”的差事并不轻松。炎炎烈日下，一天

不停地吆喝，而且嗓子哑得很厉害。大家劝他多喝

热水，歇歇嗓子，但他总是不闲着。因为他担心自己

一疏忽，让疫情钻了空当。

“闫忠大叔，儿子的婚事缓一缓吧！疫情下

去再举办，到时候我帮你跑腿打杂！”“老李大哥，

儿子金榜题名了，应该祝贺。可特殊时期，这喜

宴缓办或不办好，给儿子多省几个上大学的生活

费，比啥都强！”在“喇叭哥”的吆喝下，村里缓办

喜宴6起，5个小饭店全部关停。

“喇叭哥”宣传途中，并不是没有风险。别人都

宅在家里，他却要背着喇叭满村跑。说起被感染的

风险，“喇叭哥”风趣地说：“我的青春我做主。我是

党员，党员就是要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在最前沿。”

做实做细巡察“后半篇文章”

猪肉价格弱势运行
鸡蛋价格降幅明显

夏邑县中峰乡

入党积极分子交出合格答卷

8月24日，商水县平店乡对461名抗疫女干部、女职工、青年志愿者进行了表彰。图为受表彰代表在发

言。 赵永昌摄

许昌市疾控中心检测检验中心

彻夜不休 直面病毒

刘楼村的“喇叭哥”

西平县核酸检测医生王莉莉

一套动作一天重复1600多遍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

员封德 章东丽）“各位大哥大

姐，请你们配合一下，扫一下行

程码和健康码。”“大叔大婶，出

门要记着戴口罩，勤洗手，做好

卫生防护。”8月18日，骄阳似

火，在西峡县桑坪镇黄沙桥头疫

情防控卡点上，两名身穿“红马

甲”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

们手持体温计，对来往的车辆和

行人进行详细询问、扫码、测体

温、登记，并对车辆进行认真病

毒消杀。他们是桑坪镇的大学

生志愿者吴政嫄和冯少辉。

家住该镇岭岗村的吴政嫄，

在中国民航大学读大二。暑假

在家的他看到疫情紧张，并从在

医院工作的哥哥那里知道镇里

疫情防控卡点需要人员值班时，

立即和中学时的同学冯少辉联

系，一同报名参加了该镇“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队”。

目前，桑坪镇有30余名大学

生志愿者响应政府倡议，参加了

疫情防控工作，用自己的行动彰

显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

西峡县桑坪镇

大学生“疫”线显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