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毛玺玺）“今天

核酸检测完成了多少人？”“采集的

核酸样本转运了多少？”5月 10日，

新华区青石山街道纪工委工作人

员督导检查核酸检测工作时问道。

连日来，该街道纪工委组织全

体纪检干部深入辖区 8 个核酸检

测点，重点围绕核酸检测点工作人

员个人防护、现场秩序维护、信息

录入、样本转运、场地消杀等情况

进行全面检查，确保核酸检测工作

规范高效开展。发现问题现场向

负责人反馈，督促其立行立改。

同时，该街道纪工委安排纪检

干部下沉新馨小区，引导居民分楼

栋有序进入核酸检测现场，参加核

酸采样。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残障

人士等，一对一了解情况后，提前

向社区报备，安排核酸采样人员上

门服务，密织社区防疫安全网。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监

督保障执纪作用，加大检查力度，

压实防控责任，既当好监督员，又

当好战斗员，为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落实落细提供坚强保障。”该街道

纪工委书记胡冬来说。

青石山街道督帮一体助力核酸采集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5 月 10

日下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

体育系统工作专班办公室发出通

知，鉴于当前我市严峻复杂的疫情

形势，为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按照

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全市教

体系统继续执行校园封闭管理措

施，原定的“五一”假期后推迟至 5

月 11日返校，继续推迟。

科学统筹线上教学。全市走

读制学校及未安排学生返校的寄

宿制学校（含幼儿园、中职学校）继

续推迟返校，实行线上教学，具体返

校 日 期 视 疫 情 防 控 形 势 另 行 通

知。线上教学期间，各学校要严格

按照《平顶山市疫情防控期间中小

学网上教学实施方案》执行，加强课

程设计，坚持“五育”并举，强化线上

教学的师生交互、情感交流，严格控

制线上教学时长，提倡家长和学生

共同参与项目化和合作式学习。

严格执行封闭管理。驻平大

中专院校及学生已经返校的寄宿

制中小学校继续严格执行校园封

闭管理，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

强全市寄宿制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要求执行。各学校要充分

考虑封闭管理对学生生活、心理上

的影响，通过调整课程设计、开展

文体活动等形式，帮助学生调整学

习状态、疏解心理压力。要切实提

升服务管理精细化水平，保障好学

生“吃、住、学、用、医”等各方面需

求，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继续筑牢门口防线。全市教体

系统各学校、训练单位要切实把好

“大门”第一道关口，严禁一切无关

人员（物品）进入校园。各教学以及

训练单位要确保师生、运动员进入

校园有独立通道，如与所在家属院

共用一个通道，要立即采取措施进

行物理隔断，严把关口，筑牢防线。

具体返校日期视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

全市中小学继续推迟返校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郭

祥昭）“请您佩戴好口罩，扫码登记测

体温……”5 月 10 日上午，在鲁山县张

店乡雷叭村疫情社会防控卡点，该乡

党委宣统委员董淑艳与值守人员一

起，有序引导过往群众测量体温、扫

码、登记信息。

面对突发疫情，鲁山县广大党员

干部挺身而出、迎难而上，众志成城战

疫情、全力以赴保安康，在疫情防控最

前沿闪耀“最美身影”，党旗高高飘扬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鲁山县委组织部坚持疫情防控推

进到哪里，党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全员上阵，组建 8个疫

情防控指导组，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重要点位，严督实导。

该县 555 个村党支部根据上级要

求，在主要道路设立疫情监测卡点，党

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志愿者佩戴

红袖章，擦亮先锋底色，坚定值守在疫

情防控“主战场”，守护家园平安、守护

人民安康。

一件马甲、一枚党员徽章、一个小

喇 叭 ，这 是 仓 头 乡 党 员 网 格 员 的 标

配。该乡组织各村党员网格员手持小

喇叭走街串巷，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和

政策，劝导聚集人群。

汇源街道组织各村党员干部开展

“敲门行动”，走访 1500余户 7000人，当

面解答疑惑 800 余人次，解决问题 160

个。

库区乡 74名入党积极分子把疫情

“大考”作为培训“课堂”，承担起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排查卡点往来人员、维

持核酸检测点秩序等工作，将“思想汇

报”写在抗击疫情一线。

鲁山县 1027名驻村干部冲上防疫

一线，化身疫情防控“尖兵”，与党员、群

众筑起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坚固防线。

市疾控中心驻辛集乡白村工作队

和村组党员干部携手，实行党员联户、

干部包片、党支部会商机制，严格落实

日报告、零报告制度，践行初心和使

命。“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冲锋在

前，守护一方平安。”驻村工作队队员

李河新说。

“目前，全县共有 219 支党员服务

队、241 个党员先锋岗、4494 名党员干

部、2697 名志愿者和 790 名入党积极

分子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鲁山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凯说。

鲁山县219支党员服务队、241个党员先锋岗驻守疫情防控一线

疫情防控推进到哪里 党建工作跟进到哪里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张

旭长）5月 9日下午，在湛河区人民政府

院内，平高集团为该区一线防疫人员

捐赠了 N95 口罩、外科手套、防护服、

消毒液、火腿肠等价值 10 余万元的防

疫用品和生活物资。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区两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疫情当前，平高集团

作为央企，有责任、有义务尽一份力，

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

进来。”平高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韩书谟说。

近年来，湛河区坚持“优化营商环

境、服务企业发展”理念，按照“一人一

企、一包到底”的原则，向大中型企业

派驻“政企联络官”，与企业家定期面

对面座谈，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物流、

务工、上下游产业链等方面的问题 300

余个。疫情发生以来，湛河区坚持疫

情防控与安全生产“两手抓”、“两不

误”，选派医务人员为企业员工讲解防

疫知识，协助企业消毒消杀。

本报讯 （记者程照华）5 月 9 日下

午，6辆身着“彩带”的电动三轮车驶进

新华区曙光街街道办事处。这些三轮

车由辖区爱心企业捐赠，用于转运防

疫物资和配送居民生活物资等。

据该街道党工委书记康晓娜介

绍，该街道常住人口 3.5 万。本轮疫情

发生以来，该街道在各村（社区）设置

了防疫防控卡点，社区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严格落实各项防疫防控措施。由

于 工 作 量 大 ，物 资 运 送 成 了 一 道 难

题。近日，平顶山中选自控系统、河南

天河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平禹

铁路有限公司、河南诚社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4 家企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共同出资捐赠了 6 辆电动三轮车，支

持一线抗疫。

“感谢这些爱心企业为我们解决

了物资配送的燃眉之急，这充分彰显

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康晓娜

说，三轮车已分配给曙南社区、曙北社

区、凌云社区、沿西社区和李庄村。

本报讯 （记者朱江淼）“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让我们每天都能吃上不重

样的午餐。”5月 10日，拿到卫东区万达

广场准备的午餐，天使社区天圆小区

卡点志愿者马双林说。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卫东区

商务局积极主动作为，在做好辖区大

型商超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号召万达

广场、丹尼斯百货开展送爱心活动，为

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送去爱心午餐，用

暖心之举为疫情防控注入正能量。

万达广场积极响应号召，每日按时

将 100余份午餐精心分装打包，送到周

边核酸采样点。“疫情当前，每个人、每

个企业都有责任为抗疫贡献力量。”万

达广场总经理李建仿说。

丹尼斯百货开源店也积极行动，

每天为在优越路街道园丁社区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社区民警、城

管执法人员、卡点值守人员等送去热

腾腾的饭菜。“每天不少于 100 份。”丹

尼斯百货总务处处长杨洋说。

本报讯 （记者魏森元）“赶紧过来

吃饭！谢记饸饹给咱们做了饸饹面，

大家有口福了。”5 月 10 日上午 11点 30

分，在林桐高速汝州东站疫情防控卡

点，看见饸饹面出锅，在卡点值班的米

庙镇政府副主任科员张红杰喊道。

“就是这个味儿！没想到在卡点

上也能吃到饸饹面，羊肉还多。”卡点

值班人员杨平均接过志愿者刚做出的

饸饹面说。

近日，汝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出为

疫情防控一线献爱心的倡议，汝州市

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 8 家会长副会长

单位——四季餐饮、谢记饸饹、杨帅军

烧烤等积极响应，现场为宁洛高速汝

州站、林桐高速汝州东站和汝州市火

车站 3个疫情防控卡点做爱心午餐。

“今天开始，8 家副会长单位将轮

流为 3个卡点提供爱心午餐。接下来，

我们将动员协会的 67家会员单位免费

为更多卡点提供爱心午餐。”汝州市市

场监管局局长范强立说。

彰显社会责任 解决燃眉之急

爱心企业慷慨捐赠情暖“疫”线

本报讯（记者张鸿雨）“你好，请

下车，到这里扫健康码……”5月 10日

下午 3点，记者在郏县安良镇段沟村

南头疫情防控服务点遇到了正在值

班的该村儿媳妇、津巴布韦籍姑娘裴

心。拦停车辆、测量体温、查验“双

码”，裴心做得一丝不苟。

“来中国两年多了，我喜欢中国，

也喜欢安良，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是

年轻人，愿意做志愿者。”裴心说。

裴心今年 28 岁，来自津巴布韦

首都哈拉雷市。她的丈夫张永超精

通陶瓷制作，擅长手绘、彩绘，2019

年初被洛阳一瓷业公司高薪聘请到

津巴布韦工作。裴心的姐姐丽萨曾

留学中国，受雇为张永超当翻译，当

得知张永超单身时，丽萨就把妹妹介

绍给了善良、老实的他，没想到二人

一见钟情。

后来，在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

张永超带着裴心回到了中国，两人于

2019年 12月 10日领取了结婚证。

今年 1 月，我省多地出现疫情，

段沟村有 24 户居民居家隔离，有 12

人需居家健康监测。该村党支部发

动青年人和在家大学生组成志愿者

队伍。裴心在微信群里看到后，积极

报名，和丈夫一起从事志愿服务。在

防控服务点值班，严格做好登记测

温，为居家隔离人员送菜送面、代购

生活用品等。

近日，裴心再一次报名做志愿

者。“我有经验，会越做越好，大家放

心。”裴心说。

“裴心很有爱心，我们全村人都

喜欢她。”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听贤说。

她说，这里也是她的家，她愿意做志愿者

津巴布韦籍儿媳裴心再穿“红马甲”

本报讯 （记者王代诺 通讯员

焦健康 郭俊莉）“太感谢你了，我

的电子税务局这一步操作下去，就

可以完成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

报了。”5月 10日上午，电话的这一

端，河南师晟轩商贸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感激地说。电话的另一端，

12366接线员张桂芳一边参与社区

疫情防控，一边解答涉税问题。

5 月 6 日，我市出现新冠肺炎

疫情，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临时

“歇业”。如何让纳税人继续享受

到必要的纳税服务呢？

该局经过认真研究，向省税务

局相关部门申请 12366 纳税服务

热线座席员居家用手机接线，确保

服务不停歇。近两个工作日，接线

员接听电话 236个，帮助企业解决

了所得税年度汇算、增值税申报表

填写、个税综合所得汇算等问题。

市税务局统筹抓好疫情防控

和税收重点工作，全面落实“非接

触式”办税模式，充分发挥电子税

务局的优势，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面对面”服务。截至目

前，主城五区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

局办理业务 2048件。我市上市公

司之一的神马股份财务总监路伟

深说：“电子税务局办理涉税业务

方便、及时、快捷，给企业抗击疫情

和稳定生产经营增加了助力，我们

企业也是信心满满！”

纳税人最关心的“急难愁盼”，

税务人都牵挂于心。5 月 9 日，主

城五区办税大厅实行紧急事项预

约服务。纳税人缴费人如有紧急

事项，可以拨打相关办税服务厅的

电话预约办理，电话号码可登录市

税务局官方网站查询。

市税务局还成立青年骨干业

务运维突击队，通过电话直连、远

程同步、视频辅导等方式，及时解

决纳税人网上办税过程中的问题，

确保疫情期间服务一直“在线”。

紧急事项可电话预约

我市涉税服务一直“在线”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看，鹰

城二次创业正扬帆，不料瘟神来捣

乱，鹰城按下暂停键，百万人民心

相连。一声召唤响耳边，全民齐心

抗疫顽。自我居家来防范，不给政

府找麻烦……”5 月 10 日，由我市

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快板在网络平

台上传播开来。

市曲协副主席常红军、平煤神

马集团文工团演员祁东旭和青年

作家常小静在疫情防控卡点值守

期间，创作出了快板书《加油平顶

山》，并由青年演员鹏旭表演。

“ 不 乱 跑 、不 聚 餐 …… 不 信

谣，不传谣，就相信党和政府是靠

山……我们相信，不久云开雾又

散，鹰城大地艳阳天……大雨冲不

垮，大风刮不乱，疫情打不散，因为

我们是中原明珠平顶山。”文艺工

作者通过快板书表现了全市人民

众志成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信心和决心。

我市文艺工作者创作快板书《加油平顶山》

本报讯 （记者孙聪利 通讯员赵

高从）分拣、分装、核对顾客信息，分区

域装车……5 月 10 日一大早，在湛河

区姚孟街道泰顺达物流园区拼便宜仓

储超市，姚孟街道、中国邮政平顶山分

公司和超市工作人员紧张有序地打包

生活物资。

“这是一次国企与民企的有效‘牵

手’。”姚孟街道党工委书记贾琦说，疫

情突袭，群众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不外出、不聚集。中国邮政平顶山分

公司与泰顺达拼便宜仓储超市携手，

依托“邮乐优鲜”平台，发挥邮政线上

线下的渠道资源和配送优势，发挥后

者的仓储功能，有力保障群众生活所

需。

中国邮政平顶山分公司发挥国有

企业托底民生供给“主力军”作用，经

湛河区、姚孟街道搭桥，与泰顺达拼便

宜仓储超市取得联系，双方克服工作

人员不能全部到岗的困难，中国邮政

平顶山分公司组织 60 余名工作人员

和 8辆生产用车组成民生应急物资保

障队，泰顺达拼便宜仓储超市调配米

面粮油 50余吨、蔬菜肉类每天不少于

10 吨以上，双方组建保供专班，建立

“蔬菜肉供应组”“米面粮油组”“运输

队”“线上保供队”，5 月 9 日起全力参

与湛河区民生物资保障配送工作。

湛河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区商务

局等为保供专班申请车辆通行证，确

保带有中国邮政字样的物资配送车辆

正常通行。

“我们的配送员优化消毒、分拣、

打包流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高

投递速度和效率，保障群众及时、安全

收到生活物资。”中国邮政平顶山分公

司副总经理王涛说。

仅 5 月 9 日，保供专班发车 12 车

次，投递民生保供物资 2016包，重约 11

吨，服务了湛河区 9个社区近 5万人。

国企民企联动保供
一天送物资约 11吨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

王永安）5月 8日，在鲁山县张官营

镇营东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踩着

每隔两米画在地上的“福”字，有序

排队等待核酸采样。

“太有才了！杨书记办法就是

多。”“高手在身边。”群众称赞道。

“杨书记”名叫杨向红，是营东

村党支部书记。“群众排队做核酸

采样时很容易扎堆，我们开拓思

路，在地上画‘福’字，从实际效果

看，真不错。”杨向红说。

5 月 5 日，杨向红带领村组干

部为核酸检测工作做准备。有着

绘画特长的杨向红在地上每隔两

米画圆圈、写“福”字，忙到深夜。

在核酸采样现场，村民自觉踏

“福”排队，没了扎堆，多了点赞。

“我们正在全镇推广营东村的

先进做法，让更多人感受到防疫工

作的‘温度’。”张官营镇党委书记

李志豪表示。

踏“福”排队 安全高效

编辑 李若晨 校对 刘克宁 32022年5月11日 星期三 E-mail:rbwztp@pdsxw.com

5月 10日，裴心在为村民测量体温。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