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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炜 崔高
阳王丹涛）7月 1日一大早，74岁的汝州市骑岭乡

河坡村菜农刘万玉老汉拉着一车洋葱来到汝州市

站前街的一家鲜菜店门口，卸车、过磅称重。“城管

局的小张今天又帮我卖了近500斤洋葱，助农卖菜

这项服务真是做到我们的心坎里了！”片刻工夫，刘

万玉拿到了175块钱，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人们印象里，城管和流动菜农这对“冤家”，

一个是管理者，一个是被管理者，两者有时格格不

入甚至“水火不容”，而汝州市城管又是怎样与流动

菜农结成“亲家”，帮助他们卖蔬菜呢？

“为破解无固定摊位四处流动菜农的卖菜难问

题，我们转换工作思路，由‘堵’为‘帮’，搭建‘乡村

振兴惠农助农平台’，建立结对帮扶制度，采用执法

人员与菜农一对一结‘亲家’的方式，帮助流动菜农

销售蔬菜瓜果。帮扶对象主要是城区沿街流动售

卖自产蔬菜（瓜果）的农户和各乡镇街道因蔬菜、瓜

果滞销而临时申报的脱贫户。”谈到活动初衷，汝州

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董承阳说。

为做好流动菜农帮扶工作，今年 3月，汝州市

城管执法局在试行几个月的基础上，专门组织召开

会议进行部署，下发制度性文件，建立菜农帮扶长

效机制。

“我们专门设有惠农助农申报平台和帮扶热

线，菜农符合条件申报后，由我们工作人员为菜农

和商贩搭建‘桥梁’；同时组建微信群畅通渠道，遇

到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菜农，由该户的结对帮扶

人帮助菜农发布蔬菜、瓜果等信息。”汝州市城管

执法局综合执法一大队队长张东杰告诉记者，桥

梁的搭建可以实现多方共赢，让菜农卖菜更省心、

“线上下单”让餐饮行业省时更省力、提升环境卫

生质量让环卫工人更省劲、避免路口堵塞让群众

回家更顺畅、减少吆喝叫卖让群众居家更静心。

同时，为解决流动菜农占道经营问题，该局还

认真调研选址，设置“蔬菜瓜果经营临时疏导点”

10个，引导流动菜农进入疏导点集中开展经营活

动，并对疏导点业态、卫生、时间进行了设定，让疏

导点内经营更加规范。

汝州市城管执法局执法队员郭帅泽告诉记者，

他负责的建兴街附近人流量大，加上菜农摆摊占道

经营，下班时间堵得不行，以前去规劝占道经营行

为，菜农见他就躲，他下班回家路过这道街都不敢

穿制服，生怕被骂。“自从局里的这项助农服务开始

后，沿街摆摊的大爷大妈不仅每次见到我都特别热

情，偶尔去买个菜，还非拉着要多给，工作也比以前

好开展了，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工作带来

的自豪感！”郭帅泽说。

助农卖菜，城管乐意，菜农满意，那么买家怎么

看？“菜农直接供应的蔬菜，新鲜且价格还不高，市

农业农村局定期还对蔬菜进行抽样检测，我们买得也放心。”汝州市广成东

路一饭店经营业主说。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排查登记 105家农户信息，帮助菜农与 286家餐

饮商户建立了合作关系，执法

队员与菜农结成 103 个帮扶对

子，今年以来共帮助流动菜农

销 售 各 类 蔬 菜 瓜 果 1.8 万 余

斤。”董承阳说。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左力丰兴汉

6月28日，阵雨初过，干旱持续，闷热

难耐。位于唐河县虎山灌区的昝岗乡蔡

岗村供水管网维护现场，虎山水厂的职工

们正顶着酷暑对老化的PPC管道进行更

换，确保群众用水不断流。

这支敢拼能干的队伍，队长曾经是

唐河县虎山水库管理处副处长、虎山水

厂厂长简猛。就在今年的 5月 28日 14

时 20分，简猛在供水区域安全饮水应急

抢修中突然昏厥，经全力抢救无效去世，

年仅43岁。

“每次我们对供水管网进行维护，简

厂长都和我们手拉手、肩并肩干活，少了

他大家心里都空落落的。”水管员周朝新

抹了把汗水，红了眼圈，“只有把乡亲们吃

水的头等大事解决好，我们才对得起厂

长，对得起岗位，对得起群众！”

“决不能让群众无水可用”
——他是饮水解困的冲锋者

水润民心，情连万家。

简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

管作多大难，决不能让群众无水可用”。

4 月 24 日，唐河县遭遇暴雨极端

天气，水位快速大幅上涨，降水量达

100~150 毫米，唐河县防汛抗旱指挥

部启动了防汛 III级应急响应。

午夜时分，唐河县水利局大楼里

依然灯火通明，忙碌的身影、嘈杂的电

话声，伴随着狂风骤雨，气氛异常紧

张，简猛和大家一起接受着分派的紧

急任务。

“简厂长，泵站进水了。”水厂值班

人员刘银宝的一个电话让忙碌中的简

猛心中一紧。这是大事：泵站内有两个

50千瓦的用电设备，如果进水短路，将

直接导致5万多名群众断水。

“先关闭用电设备，做好排水准备，

我马上赶过去。”简猛低沉地吼了几句，

急匆匆地往外跑去。

雷雨正急，天地间一片混沌，即使

雨刷器调到最快，不停地刷着挡风玻璃

上的雨水，视线依旧模糊。但汛情逼

人，无暇他顾，30多公里的路程，简猛

用了40多分钟奔回水厂。来不及换衣

服，他立刻组织值守人员用抽水机对进

水的泵站进行排水作业，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奋战，泵站安全通过了特大暴雨的

考验。

“我记得最清楚，泵站安全后，简厂

长沾了一身泥水，又冒雨领着我们到水

厂的各处巡查了一遍，才放心地回来换

衣服。”刘银宝很是心疼。

民有所求，必有所应。这是简猛的

一贯风格。

2020年 8月 2日，酷暑正盛。虎山

水厂接到用水户反映水质出现混浊，简

猛第一时间带领水管员对供水水源、管

线、调蓄池进行排查分析，连续作战三天

三夜，冲刷管网20公里，开口20余处，排

水2万余立方米，直到水质恢复正常，全

面保障了马振抚、昝岗、毕店三个乡镇23

个村5万多名群众用水质量及用水安全。

自2011年虎山水厂建成以来，简猛

始终把农村饮水安全作为乡村振兴一

项重大民生工程，带领虎山水厂全体工

作人员入基层、顶酷暑、冒严寒、克难

题，踏遍了水厂供水区域的沟沟壑壑，

规划编制了用水计划，（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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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吕运奇 记者冯刘克）7月 5日上午，河

南厚疆集团总部港项目在中牟县举行开工仪式。河南厚疆

集团为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厚疆集团总部港项目占地 68亩，总投资 10亿元，主要建设

厚疆（万邦）企业总部大厦、国内外农产品物流驻河南总部

大厦及相关配套设施。

据介绍，该项目将整合国内外农产品物流平台，打造农

副产品信息化高地，建立供应链金融服务系统，进行预制菜

系列研发推广，拉长产业链条，服务于万邦在省内布局的二

级、三级农产品冷链物流项目。

打造农副产品信息化高地
河南厚疆集团总部港项目开工奠基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7 月 5 日上

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建立健全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我省建立

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

制的有关情况。

7月1日起，门诊费用也可报销

发布会上，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郑子健指出，从 7月 1日起，在全省

全面实施职工门诊共济保障，通过将普

通门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销，减轻参

保人员特别是老年人门诊医疗费用负

担，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郑子健说，此次我省实施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总体来说，就

是根据医疗保障基金筹资水平，在保持现

行门诊慢特病等门诊保障政策总体稳定

的基础上，同步推进个人账户改革和建立

普通门诊保障两项任务。

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可报销60%

据介绍，职工门诊待遇保障是这次改

革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将原来的个人积累

式保障转变为基金共济式保障。

此次改革通过调整统账结构，将个人

账户由积累式转为互助共济式，同步

实施职工门诊统筹，用于对人民群众

门诊医疗费用的保障，保障范围由原

来的保住院和门诊大病拓展到普通门

诊，形成了全链条的医疗费用保障体

系，保障功能进一步增强。

改革后，职工门诊费用从不报销

到可以报销 50%以上；人民群众在基

层医疗机构看病就医，没有报销门槛，

报销比例在60%以上。

“小共济”，便于家庭共享

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张

秀玲介绍说，这次改革措施中，有一个

重要的机制创新，就是实现一个大共

济、一个小共济。概括讲，大共济就是

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在全体参保

人群范围内实行共济保障；小共济就

是个人账户在家庭成员之间共济。

据介绍，个人账户资金可用于支

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发生的个人支

付医药费用，也可为家庭成员在定点

零售药店购买医疗器械、药品、医疗耗

材等。同时，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可

为本人缴纳大额医疗补充保险费和为

家庭成员缴纳居民医保费等。

本报讯（通讯员纪道成 吴文
狄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近

日，在商城县鄢岗镇余寨村白鹭园

里，成群结队的白鹭栖息在葱绿的

松树林内，或俏立枝头，或展翅起

舞，宛如盛开在林间的一朵朵“白

花”，与周边的民居、荷塘、稻田共同

构成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画卷。

“这些白鹭白天在稻田里觅食，

傍晚就飞到松树林里栖息。”7月 4

日，余寨村党支部书记代长卿指着

眼前茂密的松树林向记者介绍，白

鹭园核心区域面积 120亩，自 2018

年以来，每年 3月至 10月有大量白

鹭来此繁殖，每到这个时候，鄢岗镇

都会安排工作人员进行不间断巡查

管护，保护白鹭栖息繁衍的良好环

境，目前白鹭的数量已增至3万多只。

“白鹭对栖息环境很‘挑剔’，既

要水质好、空气好，也要食物丰富，被

称为‘大气和水质状况的监测鸟’。”

该县林业和茶产业局负责人介绍道，

商城县地处大别山腹地，自然地理环

境独特，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现有5个

自然保护地，总面积5万余公顷，为野

生动物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近年来，商城县深入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大

力推动生态资源保护，让人民群众享

受绿色发展带来的美好生活。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到 2025

年，省域公共品牌建设成为全国著名

的区域品牌，遴选 300个“河南好粮

油”产品，“中国好粮油”产品数量达

到 100个……7月 5日，记者从省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日前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印发了《河南省粮油品牌

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加快推动河南粮油品牌建设，扩大河

南粮油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明确，按照“1个省域公

共品牌+N个区域公共品牌+N个企

业品牌”的建设思路，在省域公共品

牌框架下，支持建设一批区域公共品

牌，培育一批知名粮油企业品牌，形

成河南粮油梯次品牌体系。

同时，加强对全省粮油品牌建设

的顶层设计，聚焦小麦、花生等特色

优势产业，通过统一标识、制定标准、

建立联盟、品牌宣传等举措，统筹推

进省域公共品牌、区域公共品牌和企

业品牌建设。《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工业总产值超过50亿元的企

业达到5个，工业总产值超过10亿元

的企业达到 50个，全省“1个省域公

共品牌+N个区域公共品牌+N个企

业品牌”品牌体系基本形成。

7月4日，雨过天晴，柘城县起台镇高店村村民抢抓农时，及时对玉米进行田间追肥管理，为秋
季粮食丰收打基础。 张子斌 摄

恤民若亲 素心若水
——追记唐河县虎山水库管理处副处长、虎山水厂厂长简猛

建设区域公共品牌 培育知名粮油企业
《河南省粮油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发布

商城县 白鹭翩飞生态美

办实事

我为群众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光杰）7 月 5 日上午，

由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洛宁县人民政府、

洛阳市教育局承办的 2022 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

长杯”暨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在洛宁明善学

校开幕。

此次“省长杯”暨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是自

2015年举办以来首次在县级举办，赛程从7月 5日持续到7

月 25日也成为有史以来最长赛程。作为全省最高规格的校

园足球赛事，2022年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省长杯”暨校

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选拔赛聚集了来自全省的 127支冠

军球队。比赛分设小学男女组、初中男女组、高中男女组，

以及直管县（市）初中、高中男子组共8个组别。

127支冠军球队齐聚洛宁
河南校园足球“省长杯”开幕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周桃龙）7月 4日，在淅川

县九重镇丹亚湖石榴基地内，工人正在进行石榴套袋。“今

年林业部门技术指导到位，坐果率比往年高 30%，丰收在

望。”该基地负责人梅发得高兴地说。

为加快推进全县林果业发展，淅川县财政今年投资

2000万元，用于全县林果业提质增效，投资200万元在全县

打造 10个林果标准化示范园，示范带动全县林果产业的发

展。

淅川县还出台了林果产业管理补助办法，对发展软籽

石榴、杏李等林果产业的，在施肥、嫁接、整形修剪、病虫害

防治等达到管理标准的，每亩予以350元补助。

淅川2200万元补贴林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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