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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1 月 13 日，

从市教体局传来消息，为贯彻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部署，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教育教学活动有

序开展，该局印发《平顶山市疫情防控

期间中小学网上教学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规定网上教学小学

中高年级每节课 20 分钟、初中和高中

每节课 30分钟。

根据《实施方案》，全市中小学将

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的作用，启动

在线授课（听课）等活动，消减疫情对

教学活动的影响，有效实现停课不停

教、不停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县

区为主统筹实施，部分条件较好的学

校可以以年级或教学班为单位组织实

施；普通高中可以“一校一案”，由学校

根据软硬件保障情况，按年级或班级

自行组织。

教学模式可采取在线直播课堂、

网络点播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电视

视频学习、收看在线直播课、线上辅

导答疑等形式。其中，在线直播课堂

可组织教师对全县（市、区）、全校或

年级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开设直播课

堂，教师集中授课，课后分校（分班）

辅导；网络点播教学可利用国家和省

市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存量资源

和积累的“一师一优课”资源，组织学

生开展资源点播。学生自主学习由

学校组织教师根据网上学习资源清

单，结合本校实际，指导、推送给学生

供自主学习。电视视频学习可利用

国家和地方教育电视台，通过直播、

点播等方式进行学习。

《实施方案》规定，小学低年级不

建议开展线上教学，可由教师指导，家

长和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小学中高年

级每节课 20 分钟，每天线上教育教学

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每节

课 30 分钟，每天线上教育教学时间原

则上不超过 120 分钟；高中每节课 30

分钟，每天线上教育教学时间原则上

不超过 180分钟。

各学校要严格控制作业总量，根

据线上学习的实际情况，真正落实“双

减”政策，小学一、二年级不安排书面

作业，其他学段要综合考虑各班的各

科作业总量，严控作业时长，鼓励分层

作业和弹性作业。坚决杜绝机械的、

无效的、重复的作业，更不得向家长布

置作业。

我市出台疫情防控期间中小学网上教学实施方案

小学每天线上教学时间不超过60分钟

“马上到中午了，各卡点进出的人

要多了，我们去看看防控人员的值班

值守情况。”1月 13日 11时许，卫东区建

设路街道纪工委书记孙世甲对工作人

员张栋说。

孙世甲慢慢起身，拿出随身携带

的消炎药和止疼药，喝了一口水，把药

咽了下去。今年 37岁的孙世甲去年 11

月 27 日在医院做了肾结石微创手术，

医生在他的体内植入了一根支架管用

于排石。

“支架管的两头有支架，用于扩张

输尿管，因此你要避免剧烈运动，以免

损伤输尿管黏膜。”医生在术后叮嘱孙

世甲多喝水，尽快排出结石。但去年

12 月正是我市创文关键期，孙世甲得

到允许出院的通知后，就立刻投入创

文工作。

“孙书记真是拼啊，月底的那几

天，跑来跑去，最后都尿血了。”张栋记

得，去年 12 月 20 日中午，孙世甲疼得

实在受不了了，才同意就医。

我市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后，孙世

甲推迟了二次手术时间，所服用的药

中增加了止疼片。“作为纪工委的干

部，上级要求我们要监督街道、社区严

格按照上级部署，从严从紧从快落实

防控措施。”孙世甲说，建设路街道辖

区面积 3.8平方公里，居民 41606人，仅

疫情防控卡点就设立了 39 个，这些卡

点他每天都要去，检查交接班记录、人

员出入登记等内容。针对 13个主要路

口的卡点，孙世甲每天都要多次前往，

站一会儿、盯一会儿、忍一会儿。

连日的劳累奔波，造成孙世甲体

内支架管摩擦，引发二次出血，疼痛难

忍。最终在同事、医生的劝说下，孙世

甲在 10 日做了支架管拔除手术。11

日，他就找到管床医生要求出院。

“今天上午已经不尿血了。”13 日

上午，虽然孙世甲微笑着说，但依然在

忍受病痛的折磨，因为他连医生要求

的每天大量饮水都做不到。

“给居家隔离群众送食品，询问是

否有困难。”“群众举报有家饭店还有

堂食，有家按摩店还在营业，带队前去

核实。”“接上级指令，去封闭某小区的

一个出口。”“带队去 5 个社区检查值

班值守情况。”“约谈警告擅自脱岗的

值班人员。”“组织临时彩钢瓦板房进

驻到各执勤卡点。”……仅 12 日 19 时

至 23 时，孙世甲就完成了多项工作，

手机计步器显示步数过 3万。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态度，我自

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数。疫情不退，咱

们党员干部更不退。”孙世甲说。

（本报记者 王孟鹤）

即使带病，也要在卡点站一会儿、盯一会儿，孙世甲——

“疫情不退，咱们党员干部更不退”

近期，许昌、郑州、安阳等地发现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疫情防控形势

紧张严峻，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应该

怎样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呢？省疾控中

心、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了具体做法。

一是做好单位、办公场所疫情防

控整体管理工作。

1.做好口罩、洗手液、消毒剂等防

疫物资储备，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

单位主体责任，加强人员健康培训。

2.工作人员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

接，建立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每日

登记工作人员健康状况，如出现可疑

症状应及时就医。

3.对进入的办公人员和服务人员

进行体温检测并核验健康码，体温和

健康码正常者方可进入。

4.确保有效通风换气。温度适宜

时，尽量采用自然通风加强室内空气

流通。如使用集中空调，应在开启前

检查设备确保运行正常，做到新风取

风口与排风口之间保持一定距离，并

清洗冷却塔等，保持新风口清洁；运行

过程中以最大新风量运行，加强对冷

却水、冷凝水等卫生管理，定期清洗、

消毒或更换送风口等设备和部件。

5.做好电梯、公共卫生间等公用设

备设施和门把手等高频接触物体表面

的清洁消毒。

6.保持公共区域和办公区域环境

整洁，及时清理垃圾。

7.公共卫生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

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施正常工作；

有条件时可在大堂、电梯口、前台等处

配备速干手消毒剂或感应式手消毒设

备。

8.通过海报、电子屏和宣传栏等加

强防控知识宣传。

9.食品等原料从正规渠道采购，保

证来源可追溯。

二是做好单位、办公场所人员个

人防护。

1.服务人员工作期间，全程戴医用

外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等级口罩；办公

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医用外

科口罩或更高防护等级口罩。

2.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手卫生，避

免用未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打喷

嚏、咳嗽时用纸巾遮住口鼻或采用肘

臂遮挡等。

（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市卫健

委供稿，王民峰整理）

——省、市疾控专家为您支招

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怎样做好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程颖）1月 13日，记

者从平顶山平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了解到，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根据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自 1 月 13 日

起，市长途汽车站、市客运中心站等

汽车站暂时关闭，各站客运班车、跨

城公交、城乡公交暂停运行，具体复

运时间另行通知。

市民如有疑问，可拨打车站电话

咨询，市长途汽车站 7665588，市客运

中心站 7268568。

目前，市区公交车正常运行。

我市客运班线暂停营运

1 月 13 日，徐慧琴和史丁睿母子

两人在新华区光明路街道石油公司家

属院疫情防控卡点值守。

徐慧琴是光明路街道体育场社区

工作人员，儿子史丁睿是河南工业大学

学生。最近，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徐慧琴

每日值守在疫情防控卡点。受母亲影

响，史丁睿主动提出到社区担任志愿者，

和母亲共战疫情。本报记者 姜涛 摄

疫情防控“母子兵”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乔

新强）1 月 9 日，在鲁山县张良镇闫洼

村圣农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大棚内，

10 多名工人有的在给切片机装填生

姜，有的把切好的生姜片运到烘干房

内烘烤。

“这是政府部门投资 60 万元援建

的生姜切片及烘干车间，切片机一小

时能切两吨生姜。生姜烘干后再卖，

比卖鲜姜多出一倍的收益呢。”合作社

负责人杜飞飞介绍说。

杜飞飞以前在南方经商。2015年

初，他到山东省昌邑县向当地姜农学

习种植技术，2016 年春牵头成立了鲁

山县圣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引进

种植山东姜，2017 年扩大生姜种植面

积至 180 多亩。收姜、卖姜时节，闫洼

村及附近村 100 多名村民在合作社务

工，每人收入 6000-20000 元不等。合

作社还有 10 名长期工，人均年收入在

两万元以上。

这两年，杜飞飞把成熟的生姜种

植技术传授给周边群众，带动种植户

50 余个，发展生姜种植面积 2000 余

亩。2018年，杜飞飞获得“鲁山县第一

届乡土人才”称号，去年又被授予“鲁

山县特色产业发展带头人”称号。

在县有关部门的扶持下，合作社建

成了几个大型地窖，还研制出两套简易

的生姜去土清洗设备，实现生姜种植、

储存保鲜、清洗切片、烘干销售一条龙。

“干姜片耐储存，作为调料厂和保

健食品厂的原料，市场需求量大，销路

不用愁。”杜飞飞说。

学技术传技术帮助乡邻 建地窖上设备增加效益

杜飞飞发展生姜产业富己富人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您好，麻

烦出示健康码、行程卡，测量体温。”

“大爷，您怎么不戴口罩就出来了，得

赶紧戴上啊。”1月 11日上午，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组织人社局志愿者早早就

在分包的新城小区门口，协助社区做

好核验“双码”、测量体温等工作。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

势，自 1月 8日起，示范区各区直单位党

员干部纷纷奔赴村（社区），与基层干

部群众齐心协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谋划早，组织动员到位。为构筑

群防群控严密防线，示范区社区防控

组及时发布了《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共产党员的疫情防控倡议书》，号

召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迅速行动，

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工作中。目前，

该区在各村（社区）、交通关口等疫情

防控一线建立临时党组织 51个，成立

党员服务队 117 支，设立党员先锋岗

100 个，划定党员责任区 179 个，参与

监测点值守、疫苗接种、核酸检测等一

线工作的党员志愿者 500余名。

措施准，攻克难关到位。面对临

近春节、人口流动量大的复杂局面，交

通防控组及时在示范区高速路口设置

疫情防控监测点并成立临时党支部，

对入市车辆、人员严密筛查检测；针对

村（社区）人口密集、人员复杂，防控压

力大、人手紧的难题，机关、企事业单

位党员下沉一线，配合村（社区）人员

做好疫情防控点的值班值守。

保障实，关心关爱到位。为更好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该区党工委组织部向

各镇（街道）划拨疫情防控专项党费 6

万元，用于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基层党员、干部，支持基层党组织购

买疫情防控有关药品、物资等。

示范区 500 余名
党员志愿者坚守抗疫一线

本报讯 （记者王桂星）1月 12日，

从市商务局传来消息，为持续优化外

商投资环境，该局深入贯彻落实《外商

投资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

法》，并采取畅通投诉渠道、优化问题

处置流程等措施，切实做好外商合法

权益保护工作。

该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全

市外商投诉受理处置工作机制的通

知》，组建了市外商投诉中心，开设了

线上“平顶山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平

台”，牵头组织各县（市、区）商务、招商

部门成立县（区）级外商投诉中心 12

个，明确专门机构、专人负责外商权益

保护工作。全市 13 个外商投诉中心

通过网络公开了投诉邮箱、投诉电话、

投诉联系人等信息，并积极受理转办

问题线索。

该局明确，外商投诉处置严格按

照投诉受理、内容登记、拟办意见、请

示呈批、转办、督办、反馈、立卷存档等

8 个环节进行，限时办结。咨询类问

题即时答复，实行日清零；一般性企业

投诉问题，实行周清零；需多方协调问

题，实行半月清零；涉及企业投诉较为

复杂且需要与上级部门协调沟通的问

题，实行月清零。

此外，该局还结合“万人助万企”

活动，走访服务重点外资、外贸、外经

企业，了解企业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

面的诉求、协调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

与企业建立长期、高效的联络服务机

制。截至目前，该局已帮助外商投资

企业解决问题 15项。

畅通投诉渠道 为企纾困解难

市商务局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杨国

栋）“截至目前，我们共梳理了 31家窗

口单位的政务数据，梳理出数据共享

需求清单 69 项。”1 月 11 日，宝丰县大

数据中心主任王晓光介绍说，为拓宽

数据共享渠道，该县主动对接市数据

共 享 交 换 平 台 ，实 现 群 众 办 事 减 材

料、减时限，进一步提高网上政务服

务能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去年以来，宝丰县大数据中心认

真实施“放管服”改革，做好“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升级、改造等工

作，有力保障政务服务信息系统和基

础环境稳定运行。

该中心根据工作职责，结合市政

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年度工作要点，组

织人员多次到县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

位调研，了解窗口单位办事所需数据

共享职责清单、需求清单、能力清单；

主动创新，开发“宝丰县一次性告知单

二维码生成”系统，群众扫描二维码就

可以提前获知办事所需材料清单；升

级县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自助服务

终端系统，实现了 26 家单位 615 项服

务事项的自助办理，有效分流大厅办

事群众，提高了群众办事效率。

宝丰县大数据中心提高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为残疾人营造爱心“港湾”
——卫东区残联多渠道助力残疾人就业

1 月 6 日，寒风刺骨。早上 8 点，

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村居民时国民

吃罢早饭，便骑着他的电动三轮车来

到东环路与矿工路交叉口的便民服

务点，开始一天的配钥匙、刻章、修表

生意。

时国民今年 59 岁，肢体二级残

疾，家有四口人，多年来全家靠他一

人经营的小摊生意维持生计。去年，

卫东区残联理事长王国胜在走访辖

区残疾人就业情况时，了解到他和另

外两名从事修锁、配钥匙残疾人的状

况，随即与城管部门沟通，筹措资金

两万余元，在临街合适位置建起便民

服务点，方便他们做生意。“非常感谢

卫东区残联。”每每提及此事，时国民

都很感激。

走进东工人镇街道任军立的爱

心助残点时，他正在为客户修理电视

机，小小房间里堆满了需要修理的家

电。任军立今年 50 岁，患有小儿麻

痹，自学修理家电。去年，他不慎摔

伤，一度想放弃这门营生。卫东区残

联工作人员知道后，主动上门做其思

想工作，并给他联系了一间门面房，

竭尽所能帮其解决困难。如今，他又

重新树起了生活的信心。

残疾人大学生毛翔庆毕业后没

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该区残联积极

协调，使他进入万德泉商贸有限公

司 工 作 。 他 很 珍 惜 来 之 不 易 的 工

作，积极肯干，赢得了用工

单位好评。近日，毛翔庆

给区残联写了感谢信、送

去了锦旗。

像时国民、任军立、毛翔庆一样，

在卫东区残联的帮助下，不断增强就

业信心、生活越来越好的残疾人还有

很多。

2021年，该区投资 3 万余元在东

安路街道建东小区建立文明助残点，

安置 3名擦鞋残疾人和 1名修鞋残疾

人；在优越路与开源路交叉口的繁华

地段设置爱心亭创业区，安排 1名缝

补和 1名擦鞋残疾人；与鹰城首届十

大好人爱心企业负责人杨秋菊沟通，

为残疾人免费进行美发化妆、美甲纹

绣、头疗、采耳、美容美体、产后修复、

家政等就业项目培训；与平安驾校等

企业达成残疾人用工意向。

情系残疾人，爱洒残疾人。两年

来，卫东区残联多渠道、多形式推进残

疾人职业技能提升，促进残疾人就业

创业，让更多残疾人融入社会，共享美

好生活。该区残联还持续对辖区安排

有残疾人就业的58家单位进行年审，

核查其安排残疾人数量、比例及是否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盲人保健

按摩机构发放疫情防控稳就业专项

补贴资金 15000 元；为 10 家盲人保健

按摩机构进行门头、线路等规范化施

工；组织 86名残疾人参加省、市残联

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2020

年至今，卫东区残联共帮助20余名残

疾人实现就业、再就业。 （张志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