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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新闻

漯河市“不见面开标”合同金额达7.3亿元

下月起省内调运畜禽试用电子检疫证

“金麻雀”颁奖走进新乡获嘉

沈丘县妇联开展“童心向党绘党旗”活动

1元钱能干啥？上艺术夜校！
洛阳洛龙区市民艺术夜校5大类30余门课程任你选

接种新冠疫苗注意啥？

产业富民

□本报记者刘婷婷

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接种预计从5月

1日正式开始，在居住地、工作所在地或

者暂居地的社区进行现场报名，或扫码

社区张贴的二维码进行线上报名预

约。接种新冠疫苗有什么注意事项？

记者近日采访了郑州市二七区疾控中

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王衡。

王衡介绍说，接种者要如实提供自

己的健康状况，最近一周内如患有感

冒、发热、腹泻等症状或其他不适，应推

迟至症状痊愈后再给予接种；有心脏、

肝脏、肾脏等疾病，一定要告诉医生，医

生进行科学评估后没问题再进行接种。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期的工作中，

部分人因忙碌或忘记，迟迟没有接种第

二针疫苗。“按照免疫程序，仅仅接种第

一针新冠疫苗的人群，免疫屏障并未完

全建立。”王衡提醒公众，新冠疫苗一定

要按时接种第二针，这才能达到疫苗接

种效果，两针接种时间间隔21天。但如

有特殊情况或紧急情况，最少需要间隔

14天。

接种后有何注意事项？王衡提醒，

接种新冠疫苗后一定要留观三十分钟。

除了狂犬疫苗、破伤风疫苗可以与新冠

疫苗同时接种，别的疫苗都不能与新冠

疫苗同时接种，且最低需要间隔14天。

新冠疫苗接种后多久可以产生抵

抗病毒的抗体？王衡介绍说，一般接种

完7天到10天可以产生抗体，但接种新

冠疫苗后并不是万事大吉。我国多地

时有输入性疫情发生，接种后要坚持戴

口罩、勤洗手，尽量不去高风险地区，做

好个人防护。

痛下决心 全面整改
汝州天瑞煤焦化投入4588万元立改环保问题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鹏 石瑨）近日，记者从漯河市财政局

获悉，为营造公平、公正、公开、亲清透

明的政府采购环境，推动全市营商环

境持续优化，该市将优化营商环境与

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相结合，自

2020年3月13日采用“不见面开标”

方式以来，共组织政府采购“不见面

开标”307起，总合同金额7.3亿元。

据悉，漯河市引导、鼓励金融机

构扩大对政府采购中标成交供应

商信贷投放，降低贷款成本，缓解

供应商，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自政府采购合同

融资工作推行以来，中原银行等金

融机构累计发放贷款5000多万元，

仅 2021 年第一季度就发放贷款

1727万元。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4月28日，

记者从省动物卫生监督所获悉，自今

年5月1日起，在我省范围内调运畜

禽试行电子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

明。从7月1日起，在我省范围内调

运畜禽全部使用电子动物产地检疫

合格证明。

养殖场有动物出栏检疫需求时，

须先用手机下载“豫牧通”App并实

名注册，然后提交出栏动物名称、类

别、数量、运输车辆、免疫信息、进驻屠

宰企业等相关信息。“豫牧通”云平台

（河南智慧兽医云平台）随即对上述

信息进行初验，不符合要求的自动驳

回，符合条件的通知官方兽医现场审

核检疫。符合现场检疫要求的，由官

方兽医上传现场检疫相关照片并出

具电子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赵
含香陈静）4月28日，第九届小小说

金麻雀颁奖典礼暨2021年全国知名

作家获嘉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在获嘉

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位获奖

者在此接受颁奖，我省新乡籍作家赵

文辉位列其中。参加颁奖会的还有

历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得者、全国各

地小小说学会、沙龙负责人等50多位

全国知名作家、学者。

“小小说金麻雀奖”于2003年设

立，具有全国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是小

小说领域的最高荣誉，也是当代文学事

业中的重要奖项。第九届（2018~

2020）小小说金麻雀奖最终评选出的

10位获奖者，分别为陆涛声、秦俑、赵文

辉（新乡籍）、邢庆杰，宋以柱、戴智生、

肖建国、薛培政、戴涛、王若冰（旅澳）。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
辛凌）“孩子们都向这看，这就是党

旗。党旗是代表一个政党的旗帜，中

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

徽图案的红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

和标志。”4月26日，沈丘县妇联组织

巾帼志愿者深入卞路口乡赵楼幼儿

园组织开展“童心向党绘党旗”活动，

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00周年。活动

紧紧围绕“童心向党”这一主题，巾帼

志愿者不仅向孩子们展示了党旗，还

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建党节的由来、中

国共产党的辉煌历程、解释党旗与党

徽的意义等内容。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
海杰 龚敬涵）4月27日，郏县薛店镇

“感受豫味乡村品味多彩吕沟——吕

沟村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吕沟民

俗文化村正式走上发展乡村旅游的

兴村之路。在为期9天的“民俗文化

旅游节”内，游客可观赏豫味乡村原

生态的自然风光，体验深厚的农耕文

化，在欢乐谷尽情享受刺激与惊喜；

在喊泉旁喊出激情、在龙秋千上荡出

风采、在网红风车长廊里漫步；徜徉

在民俗窑洞美食街，品尝特色美食；

体验观看驴拉磨、牛耕田、骑大马、打

铜器、抬花轿、传统织布等民俗表演，

还可欣赏茶艺、豫剧、汉服等精彩表

演，或者在农特产区域选购羊肚菌、

蒲公英、芝麻美酒、美味糕点、石磨面

粉等土特产。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白树伟 铁
星）4月25日，襄城县首山、紧邻环山公路的北

姚社区樱桃沟1100亩樱桃车辆络绎不绝，游

客摘下晶莹剔透的樱桃放进篮子，被樱桃映红

的山村和道路，勾勒出了一幅迷人的风景，形

成了一道美丽经济线。

近年来，襄城县交通运输局积极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于2014年建设首山彩虹

路，打造了一条“赏首山美景，展现代农业”美

丽乡村精品线，将观光农业、生态休闲、劳作体

验集于一体，串联起公路沿线优质资源，融合

乡村旅游、文化休闲、养生度假等旅游产品开

发，催生出“首山”旅游品牌。

郏县吕沟村民俗文化旅游节开幕

首山彩虹路催生美丽经济

▲ 4月28日，俯瞰汝阳县柏树乡布岭村千亩红薯大方，一行行地膜构成暮春生产一幅乡村美

丽图画。柏树乡是该县红薯种植第一大乡，通过党建引领，今年种植优质红薯22000亩，该乡发展

优势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加快了当地乡村振兴步伐。 康红军摄

◀ 4月28日，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枣朱村聘请农业技术人员在用无人机为群众免费喷洒农药的同时，也把本

村孩子们的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他们亲自看、亲自摸、亲自实践无人机的操作，感悟现代农业知识。李新义摄

从月薪一万到两千，贺建团图啥？

□本报记者刘婷婷

“怎么没见人？”一大早，贺建团来到

村民黄公娃家门口，心里一紧。往常81

岁的黄公娃都会在家门口转悠，今天却不

见人影，贺建团赶忙往屋内走去，房间里

弥漫着粪便的味道，黄公娃摔倒在床边，

昏了过去。

贺建团开上车急忙送黄公娃去医院

抢救，经诊断为突发脑出血，最终脱离危

险。“没事就好，松了口气。”

白天挨个走访村留守老人、儿童，查看

安全隐患；晚上骑上小三轮车挂着小喇叭，

宣传禁放烟花爆竹、疫情不扎堆……这是

贺建团人生经历的最忙碌的一个春节。三

个月前，他刚上任正阳县油坊店乡方庄村

党支部书记。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头雁”。方庄村

的老支书王冬松58岁了，一直想给方庄

村找一个合适的带头人。他把从村里走

出去、在外发展好的能人梳理了一遍又一

遍，确定了42岁的贺建团。“有视野、有能

力、有经验，是最佳人选。”

去找贺建团前，老支书与乡领导都有

顾虑，贺建团会不会回来吃苦受累，当这个

“一穷二白”村、年薪2万元的村支书呢？

没承想，贺建团一口答应下来。看到

家乡的落后，这个经过一番努力成为深圳

一家电子公司，且年薪十几万元的副总也

对家乡寄予了振兴的期待。在这片生他养

他的土地上，贺建团决心干出点名堂。

3月30日，初见贺建团，黝黑的皮肤、

真挚的笑容，对工作的热情，都透露出积

极的精神气。振兴乡村，首先要把村情吃

透了。方庄村有485户2035人，谁家穷，

为什么穷？贺建团都熟记于心。

“你不知道，刚开始干支书，真的一点

儿也不轻松。”贺建团笑言，刚上任屁股还

没坐热，“下马威”不断：有的要钱要物，甚

至有人要老婆，做梦也想不到的是狗咬着

鸡也要找他来解决……

“当村干部难，当村支书更难。”贺建

团苦笑，咱不能怕难，不能灰心！经过深

入问题家庭，关心困难群众，村民们和他

的心也越来越贴近了。

“贺书记，你又来俺家了，给我办实

事，真正为我们着想，我保证今后不再给

你添乱了。”经常上访的王国安笑着迎接

贺建团。

村内稳定后，带领全村的致富之路怎

么走？“还得大力搞好养殖业。”贺建团说，

我调查过养羊最适合，成本低、不费劲、也

不愁卖。

“我的梦想就是把打拼多年的经验，转

化为带动村民发家致富的法宝。”贺建团说，

他正向着理想一步一步坚实地挺进。

争做 河南人出出彩彩

本报讯 近年来，通许县长智镇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发展菊花产业，经

过几年发展，菊花产业已成为长智镇名副其实

的支柱产业。该镇打造了独具特色的菊花品

牌和生态旅游休闲地，形成了集菊花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已成为

巩固脱贫成效、实施乡村振兴的一大亮点。

全镇目前已建成三所楼、胡庄、东芦氏、

匡营四处菊花种植基地，由公司统一供苗，统

一提供农资及管理技术，带动周边的脱贫户实

现家门口就业。全镇通过菊花产业共吸纳带

动周边脱贫户376户587人。 （蒋振）

本报讯（记者韩新愚 通讯员薛
雨）为迎接建党100周年，坚定师生

的初心和使命，汲取砥砺前行的动力

源泉，近日，南阳职业学院艺术与传

媒学院立足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

新，把扎染作为艺术科目引入校园，

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技能教育

之中，开展了“献礼建党百年·传承传

统文化”为主题的“邂逅·扎染艺术”

设计作品展，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使师生更充分地了解中国传统。

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且独特的染色

工艺，扎染艺术代表着一种传统文

化，如今渐成时尚。

南阳职业学院把扎染艺术引入校园

广阔天地 如画美美

小菊花“开出”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娅
娣张俊望）“1元钱可以干啥？上艺术夜

校！5大类30余门课程任你选！”4月28

日，记者从洛龙区委宣传部了解到，为满

足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

尤其是上班一族和白领青年提升自身艺

术素养需要，让更多人享受城市夜间公

共文化服务，洛龙区将从今年五一开始

在该区文化体育中心举办市民艺术夜

校，1元即可报名参与。

洛龙区文化体育中心位于龙门大

道与学院路交叉口向东200米。夜校

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的19时至20时

30分，共设置美术类、音乐类、舞蹈类、

传统文化类、生活时尚类5大类30余

门课程，每门课程每周1节，每期12

节，每期课程周期约3个月。夜校具体

课程将提前通过相关媒体平台发布，由

市民点单，每期投票热度前3名的课程

安排开班。每期课程将聘请专业教师

授课，同时与相关社会培训机构合作推

出培训课程。

报名方式有两种，一是线下到洛龙

区各镇（办）文化站和区文化馆报名，二

是线上通过精彩洛龙、洛龙区文化馆等

微信公众号报名。自即日起，您可通过

“精彩洛龙”“洛龙区文化馆”微信公众

号后台“点单”您最想学的课程，热度最

高的3门课程将率先入选洛龙区市民

艺术夜校首期课程表。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
静）“党的政策好啊，想想以前吃不

饱穿不暖，地里收成也差，现在种地

不仅有技术指导，国家还给各种补

贴。”4月26日，在唐河县东王集乡

前岗村的麦田里，该乡副乡长刘栓

伟正在和农户聊着今年的小麦长势。

4月以来，该乡把党史学习教育同

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把小麦病虫

害防治作为巩固脱贫成果和推进乡村

振兴的有力抓手。乡、村干部带头深

入田间地头，充分利用大喇叭、悬挂条

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大力宣传小

麦赤霉病、条锈病的防治工作。

该乡农业中心主任杨永景介绍，

截至目前，全乡9万余亩小麦已全部完

成第一遍喷洒。全乡购进各类化肥

1000余吨、农药3吨、良种10余吨，已

拨付农用专用资金40余万元，有效地

保证了春季农业生产工作稳步推进。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谭亚廷黄毅

暮春时节，和煦的晚风吹过，让人惬

意无比。走进镇平县晁陂镇裴营村的农

家书屋，一场“学党史、感党恩、办实事”的

学习正在进行，村里的党员干部和致富

“能人”早早地吃过晚饭，夹着小本子就往

村党群服务中心的农家书屋里钻。

“党的好政策，让我的生活像红薯

一样甜。”年过七旬的裴生敏说，因为种

红薯，老裴荣获“全国科普推广先进个

人”称号。别看年龄大，老裴真是爱学

习，经常到村里的农家书屋“啃书本”。

自从村里的农家书屋建起来之后，

像老裴这样的村民越来越多，特别是晚

上吃过饭，他们就拿着笔记本坐进农家

书屋，边学边写，不仅学到了自己所需

的知识，而且也陶冶了情操。

裴营村农家书屋管理员介绍，现在

书屋共有书籍2500多册，涉及农业技

术、少儿、文化艺术等6大类，基本能满

足农民的阅读要求，乡村阅读气氛越来

越浓厚，书屋人气渐旺，去年村民共借

阅图书500余册。

近年来，镇平县以村党群服务中心

为平台，规范农家书屋建设，配齐各类图

书，重点充实与农业知识、乡风文明、法

律常识等有关的书籍，同时不断更新图

书种类，满足村民的不同需求。书屋还

开展电脑基础知识培训，教会村民使用

电子阅览，在手机“学习强国”App平台

上获取各种知识。目前，该县410个行

政村的农家书屋运行情况良好，形成“忙

时耕作、闲时读书”的乡村文化氛围。

农家书屋“搬”到农民家门口，农村

的公共文化资源触手可及，农民的精神

文化生活有了更直接的载体。镇平县

委宣传部部长张东焕表示，现如今在镇

平县的乡村，书香阵阵正浸润着广大

乡亲，文化建设在引领风尚、教育农

民、服务农业以及推动乡村振兴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镇平县农家书屋“搬”到农民家门口

唐河县东王集乡强化防控保丰收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4月28日上

午，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厂区外北侧

雨水外排口，18台挖掘机、渣土车等工程

机械密切配合紧张作业，几天前积满沟渠

的黑色污泥已清运完毕，沟渠也进行了规

范及硬化。

生态环境部有关汝州天瑞煤焦化有

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通报发布后，汝州立

即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进行

专题研究，深刻反思存在的问题、深入剖

析问题产生原因，明确责任领导、责任单

位和时间节点，从快、从严、从细、从实开

展整改，确定一名副市长和经济开发区主

任驻厂督导整改，同时，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推进其他问题的整改工作。

在生化污水处理站，该公司主持工作

的总工程师马森楠告诉记者，针对通报的

厂区雨水排放口排水明显发黑，表面存在

大量油污，水质超标的问题，公司于4月2

日至10日，组织500余人次，调集排污

泵、吸污车和吊车等设备，腾空了初期雨

水收集池，清空了外排口溢流池，并进行

了防渗处理，调出的存水进入生化污水处

理站处理后回用，确保在小雨和持续中雨

的降水天气下，全厂雨水应收尽收，不再

外排。

初期雨水收集池旁的项目标识牌显

示，体积：4500立方米，另有设计、建设单

位，及三名负责人姓名和手机联系方式。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汝州天瑞煤焦化

已缩减产能50%，投入资金4588万元，对

污水收集、处理、回用等环节进行高标准

整改提升。其中，投资212万元建设熄焦

水深度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托管费用每

年2000万元，投资276万元对生化污水

处理站进行技改提升改造，投资1680万

元新建一套超滤反渗透系统，另投入资金

420万元升级改造厂区管网、环保设备和

设施。

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生化污水

处理托管运行方、江苏鑫林环保驻厂业务

经理史晟说，4月17日，鑫林环保的技术

人员已进驻天瑞煤焦化，按规范调整了投

加药剂，现在天瑞煤焦化生化污水处理站

出水水质明显改善。

记者从汝州市公安局获悉，4月19

日，公安机关对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

环保处长、污水处理站负责人，分别处以

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目前，天瑞煤

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经理助理主动投

案，公安机关已分别对他们采取行政和刑

事措施。

4月23日，天瑞集团发文，免去汝州

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总

经理助理职务，任命了企业新的负责人。

汝州天瑞煤焦化有限公司提供的整

改清单显示，上级部门反馈的三大类12

项问题，9项已整改完毕，熄焦水处理站出

口水质超标等3项，已倒排工期，日夜施

工，将于6月底前全部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