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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4月 13日，

记者在舞钢市与漯河市舞阳县交界的

枣林镇苗洼村三里店组看到，由镇、村

党员干部及民警等组成的疫情防控人

员正严格按照规范程序查验来往人员

健康码、行程卡等，对部分不符合出入

条件的人员及时予以劝返。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舞钢市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细之又细查找短板，完善防

控举措，运用网格化管理模式建立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贯通、左右联

动的工作机制，通过便捷卡点等筑起

“外防输入”的第一道防线。

在各边界卡点，该市严格落实“人

防+技防”措施，除人员固定设卡和常

态化巡查巡逻外，还在 15 处卡点安装

摄像头，利用科技手段加大防控力度，

并对临近中高风险地区来舞返舞人员

采取劝返、隔离等措施，同时配备宣传

喇叭提醒来往人员严格遵守疫情防控

要求。

该市精准掌握在邻县企业务工

人员名单，严查其是否严格按照疫

情防控措施进行居家或单独隔离，

搞好群防群治，使群众自发配合做

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进一步压实

责任，强化督查检查边界卡点值班

排班情况，做到不脱岗、不空岗，严

防死守，织密“防控网”、筑牢“防护

墙”，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织密“防控网”筑牢“防护墙”

舞钢市扎实做好边界卡点防疫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为严密防

范疫情通过寄递渠道传播扩散，切实加

强寄递物流行业疫情防控工作，连日

来，舞钢市交通运输等部门对物流行业

进行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执法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

各寄递物流行业场所，重点排查寄递

物流行业内部疫情防控措施及安全防

范措施是否落实有效、经营场所监控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消防安全设施配

备是否符合标准；排查寄递物流从业

人员是否违法寄递违禁物品、从业人

员是否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制度和实名

登记制度，并对寄递物品进行开包抽

查。

执法人员要求各快递物流点负责

人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艰巨性，

保持高度警觉；从业人员要切实贯彻

落实“人、物、环境”同防策略，严格按

照相关规定每日对物流场所、车辆、快

件货物进行消杀，做好货物实名登

记。同时，要全面落实从业人员和取

寄人员佩戴口罩、体温检测，以及从业

人员按时核酸检测等措施，并加强对

从业人员培训，特别是要对个人安全

防护知识进行重点培训，增强个人防

护意识。截至目前，该市已检查物流

企业 20余家。

坚持“人、物、环境”同防

舞钢市加强
物流企业防疫督查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4月 16日，

记者从舞钢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该市就全面推行“场所码”发布通告，

扎实做好扫码通行工作。该市明确

“场所码”适用于各类公共场所出入

口的通行核验，要求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商场超市、农贸市场、宾馆酒店、

餐厅饭店、文娱场所、医疗机构、零售

药店、学校、居民社区等所有公共场

所应实现“场所码”全覆盖。

该市要求重点场所管理者或经

营 者 应 当 在 出 入 口 醒 目 位 置 张 贴

“场所码”，安排工作人员引导督促

进场人员扫码，做到逢进必扫、逢扫

必验，不漏一人；对老人、儿童等特

殊群体，可由监护人或工作人员予

以辅助，发现扫码结果异常的应拒

绝进入并就地临时隔离，第一时间

报告属地社区或疫情防控部门进行

闭环转运管控。

赋码使用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

责任，属地、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扫

码进行督导检查，赋码使用单位未按

疫情防控要求落实扫码亮码的，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引起疫

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涉嫌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根据《刑法》有关

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出入小

区、商超、农贸市场等公共场所时经

告知拒不扫码的，根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规定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引起疫情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的，根据《刑法》有关规定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实现公共场所全覆盖

舞钢市全面推行“场所码”扫码通行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梁
丹）“请大家佩戴好口罩，扫场所码，

出示绿色健康码后再有序上车……”

4 月 15 日上午，记者在舞钢市城区公

交站点看到，每逢公交车到站停靠

时，驾驶员都会提醒乘客。

为保障乘客出行顺畅，该市钢城

客运公司在确保公交线路正常运营

的同时，严格落实公交车、公交驾驶

员及乘客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该公

司要求公交驾驶员全程佩戴口罩，每

日在上岗前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每

周至少做一次核酸检查；对所有营运

车辆实行“一趟一消毒”“一圈一通

风”，每辆公交车每趟到达终点站后

当即对车厢内空调出风口及滤网、扶

手、驾驶员方向盘、车窗开关把手等

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消杀，最大限度

减少交叉感染；要求乘车人员佩戴口

罩，上车前出示绿色健康码，上、下车

分流，确保疫情防控无死角。

一趟一消毒 一圈一通风

舞钢市强化公共交通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牛晓远）4 月 15 日下午，在枣林镇

邵庄村的一条巷子内，施工机械正

在平整路面。“之前单位协调了 30

万元，把村室门前 500米的路修好

了。这次我们又争取‘一事一议’

资金 68万元修建村内组间主路。”

该市财政局驻村第一书记王晓磊

说。与此同时，在该镇后袁村，由

舞钢市供电公司投入近百万元援

建的蔬菜瓜果大棚和电网升级改

造项目也正在紧张建设中。

自新一轮驻村单位调整以来，

派驻枣林镇各村的第一书记围绕

“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目标，脚踏

实地搞帮扶、依据村情做援建，通

过摸底调查、搜集群众建议等，在

充分发挥行业、职能和技术优势的

基础上，确定援建项目，积极筹措

资金，落实项目援建计划。截至目

前，在邵庄、后袁等 17个村申报、实

施援建项目达 32 个，项目内容涉

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提

升、电网改造、危旧房屋改造等，涉

及援建资金 467万余元。

为确保援建项目顺利实施，该

镇要求各村落实责任分工，做好项

目统筹对接和协调沟通。目前已

完成建设项目 24个、涉资 146万余

元；在建项目4个、涉资169万余元。

枣林镇：

借力援建项目 助推乡村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陈帅）“此次排查要抓住问题短板

查漏补缺，加快在建水利工程建设

速度，高质量、高标准完成项目建

设，争取汛前投入使用；同时完善

防汛预案、做好物资储备、细化责

任分工，确保汛期安全。”4 月 15

日，舞钢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工

作会议，该市水利局局长崔盘营对

防汛工作进行部署。

根据今年汛期天气趋势预测

以及当前的防汛形势、任务，该市

早下手、早部署，扎实开展汛前排

查。今年初，泥河、柳叶河等水利

工程相继开工，该市水利局督促施

工单位抢抓施工黄金期，保质保量

加速施工，确保汛期前完工。

该市水利局成立工程专班，深

入施工现场做好在建水利工程协

调、质量监督和技术指导；对辖区

内水库、渠闸等水利工程进行隐患

排查，对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及时

整改；完善各类预案、明确“三个责

任人”、成立“党员+技术骨干”水旱

灾害防御专项工作组、补充防汛物

资，确保拉得出、打得赢，常备不

懈、守护河湖安澜。目前，朱兰水

库、戚庄水库等水库的除险加固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将在汛期到来前

实现安全蓄水。

同时，该市以“清河”行动为抓

手，严格落实河长制工作总体要

求，从严查处河道管理范围内乱

挖、乱采、乱倒、乱建和妨碍行洪安

全的违法行为，已整改问题图斑

32处，清理河道 397.9公里、平整河

床 157.2 公里，为畅通行洪打下扎

实基础。

早下手 早部署

舞钢市汛前排查确保河湖安澜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
杨浩放）“我这无人机每天可飞防

500亩，今年我托管了 3000多亩土

地，用它防治小麦病虫害省时省

力，而且效果很好。”4 月 18 日，在

尚店镇金岗村一处麦田旁，从事田

间社会化服务的王占伟说。

当前正值小麦扬花灌浆期，也

是确保小麦稳产高产的关键期，为

保障小麦丰产丰收，舞钢市农业农

村局在做好病虫害预测预报的基

础上，组织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及时

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小麦条锈病、赤

霉病、红蜘蛛、蚜虫等病虫害的统

防统治。

结合小麦播期以及往年小麦病

虫害发生情况，该市农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手把手、心贴心”真诚为

群众服务。截至目前，已投入农业

病虫害防控资金139万元，组织农技

人员 32 人开展技术服务 300 次以

上，发放技术资料两万余份，总体小

麦病虫害形势可防可控，为夏粮丰

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农技人员赴田间
加紧小麦中后期管理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4 月 15

日上午，舞钢市在马拉松广场举行

第 34个爱国卫生月暨爱国卫生运

动 70 周年主题宣传活动，持续开

展倡导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生活方式的专项行动，引导市民

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纪念爱国

卫生运动 70 周年 全面改善城乡

人居环境”。为进一步营造“爱国

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环境人人共

享”良好氛围，打造干净整洁、健康

有序的城乡人居环境，该市由卫生

城市建设事务服务中心牵头，结合

当前正在开展的“三清”行动，集中

开展“纪念爱国卫生运动 70 周年

全面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爱国卫生

春夏季专项行动。

为引导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

群众讲究卫生、清脏治乱，改善人

居环境，爱国卫生春夏季专项行动

将从 3 月持续到 8 月，各乡（镇、街

道）、重点委局及省级卫生先进单

位等 102 家单位部门参与其中，通

过明确目标任务、重点工作清单和

责任分工，着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落地落细，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舞钢市开展爱卫宣传倡树文明风尚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4月 16日，记者

在通往杨庄乡薛庄村的一段通村道路上看

到，施工人员正在结合施工图纸等研判下

一步施工情况。

今年以来，该市提高站位、压实责任，

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确保在既定时间里保质保量完成建设

任务。

该市把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解

决村民出行难题、打开群众致富增收渠道

的重要抓手，充分认识建设“四好农村路”

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举

措把农村公路建设好、管理好。相关部门

突出工作重点、分清轻重缓急，结合各农村

公路路况、地质等特点，合理有序安排施

工。

在实施过程中，该市加快道路两侧违

搭、违建拆除工作，持续抓好质量、工程安

全等工作，坚持跟进督导和协调服务，着力

补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完善保障机

制，加强督查考核，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

上坚决落实，全力以赴建设好、管好、运营

好“四好农村路”。

与此同时，该市充分发挥美丽农村路

引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作用，努力实现

“一路一风景、一村一幅画、一镇一特色”，

路景交融、路产融合、协调发展的发展格

局，做好道路两侧绿化、美化、亮化，高标

准、高质量施工，进一步完善农村路网体

系，改善乡村通行条件，确保群众出行更加

快捷方便，切实发挥“四好农村路”建设在

助力乡村振兴、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方面的带动作用，为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

民富裕富足、农村宜居宜业提供更好基础

保障。

建设“四好农村路”
美村富农强基础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4 月 12

日，舞钢市举行“阳光母亲”计划困

难妇女“两癌”救助金发放仪式，10

名患癌妇女每人获得救助金 1 万

元。本次救助对象为民政和乡村

振兴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低保边缘人口、易返贫致贫人

口、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

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

生活出现严重困难人口中，经过有

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确诊患有宫

颈浸润癌 IIB以上或乳腺浸润癌的

农村低收入妇女。

“阳光母亲”计划是省妇联实

施的困难妇女“两癌”救助项目，通

过政府资金引导，动员组织社会力

量，推动扩大“两癌”免费筛查覆盖

面，帮助患病困难妇女防范贫困、

重树信心、恢复健康。

该市把“阳光母亲”计划困难

妇女“两癌”救助作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重大举措和实施“乡

村振兴巾帼行动”的重要抓手，加

大宣传力度、提高知晓率，全力撑

起妇女健康的“保护伞”，帮助困难

女同胞、康复女同胞创业就业，实

现自我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半

边天”力量。

自“两癌”救助、“两癌”免费筛

查项目实施以来，该市累计 2.5 万

名妇女参加了免费筛查，其中筛查

出患癌及癌前病变 185 人；实施困

难妇女“两癌”救助 104 人、发放救

助金 104万元。

已发放救助金104万元

舞钢市实施“阳光母亲”计划

本报讯 （记者杨德坤 通讯员李
雅兰）“4 月 3 日晚 8 点 10 分，公园北

路、矿山院里沉降段浇筑完成；4月 10

日晚 7点 30分，公园北路开始摊铺碎

石……”4 月 12 日，记者在舞钢市“道

路工程推进”微信群看到，该市今年

同步推进的多条城市道路的相关进

度消息不断从建设一线汇总过来。

“断头路畅通项目的顺利推进，得益

于我们把党旗插在工地上、把党支部

建在项目中形成的‘党建+’合力。”该

市住建局局长付建喜说。

断头路畅通项目是该市今年确

立的重点惠民实事工程，由中冶天工

集团舞钢项目部承建，项目路段包括

舞泌路、师范东路和公园北路等。

小小断头路，连接大民生。为扎

实推进相关道路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该市住建局党委联合承建方河南区

域党支部，多次在项目部现场开展

“党建引领聚合力·携手共建促发展”

主题党日活动，并成立道路畅通工程

建设临时党支部，把力量下沉工地、

党建深入现场；开展“红色工地”创建

工作，把党组织建设与工程项目推进

深度融合、贯穿始终，激发建设热情，

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让党员在工

地展示风采。

道路畅通工程建设临时党支部

充分发挥“党建+”合力聚合效应，通

过住建部门与项目承建方党员结对

子，互通有无、理论同学、组织共建、

品牌同铸、成效分享，在项目建设一

线设立 6 个“党员示范岗”，党员带头

开展施工现场隐患排查、违章纠错等

工作，确保按照时间节点保质保量推

进工程建设。

截至目前，在该市正在推进的 3

条重要断头路项目中，全长 1213米的

舞泌路已完工，全长 2443米的公园北

路与师范东路预计今年“五一”实现

铺油。

党旗插在工地上 支部建在项目中

“党建+”助力断头路畅通项目顺利推进

4 月 18 日，市民在舞钢市总工会俱乐
部广场享受午后时光。

今年以来，该市加大广场游园提升改
造力度，完善基础设施，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共享好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