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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民峰

本报讯 为做好端午节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6 月 1
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发布通告，就做好疫情防
控有关工作进行部署。

减少外出流动。请广大
市民提前规划假期生活，提
倡在市域内休闲游玩，非必
要不出市。确需外出的，应
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和中
高风险地区调整情况，避免
前往涉疫地区，做到安全出
行、出行安全。端午节期间
离市人员，假期结束返岗前
均需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分类健康管理。倡导平
顶山籍在外人员及市外亲友
就地过节，非必要不来平返
平。确需来平返平的，需提
前3天通过支付宝“豫事办”
或微信“健康鹰城官微”向目
的地村（社区）、单位报备，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抵达后应如实向村（社
区）、单位报告行程。境外返
平来平人员，应提前 3天向

目的地所在村（社区）及单位
报备，实施“14+7+7”防控政
策，即第一入境点隔离14天
期满、闭环接回属地后，实施
7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
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措
施。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及所
在县（市、区）来平返平人员
实行红码管理，严格落实14
天集中隔离，其间进行 5次
核酸检测。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地市其他县（市、区）
来平返平人员实行黄码管
理，严格落实 7天居家健康
监测，其间进行 4次核酸检
测。省内近 14 天仍有新增
本土病例的省辖市来平返平
人员，参照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地市其他县（市、区）
来平返平人员进行管理。省
外低风险地区来平返平人员
查验“两码一证”（健康码、行
程卡、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并在72小时内开展
1次核酸检测；未按要求开展
核酸检测的赋黄码，并在2次
核酸检测阴性后转为绿码。

避免聚集扎堆。请广大
市民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

集、密闭或通风不良的公共
场所，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
会。提倡“喜事缓办、丧事简
办、宴会不办”，确需举办的，
要提前报备，按照要求落实
防护措施。

做好场所服务。各餐饮
娱乐、商场超市、宾馆酒店、
交通站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要落实好消毒、通风、测温、
验场所码等常态化防控措
施，采取引导、疏导、分流等
方式避免人员聚集。各类公
园、景区及周边摊点、堂食、
民宿等场所，要“限量、预约、
错峰”，按75%限流开放，为
游（顾）客营造一个安全、健
康、舒心的游玩环境。

强化个人防护。请广大
市民认真履行个人防护责
任，落实出入公共场所扫场
所码、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等常态化防控措施，关注自
身和家人健康状况，如出现
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
（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应
立即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就诊，主动、如实告知个人旅
居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积极参加核酸检测。6
月 1 日起，我市将为主城五
区市民每 48 小时免费提供
一次核酸检测服务（隔天检
测 1 次，24 小时内重复采样
的，费用自理）。6月3日起，
所有人员进入党政机关、企
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单
位、商务楼宇、商场超市、宾
馆酒店、餐饮饭店、文化娱乐
场所等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需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请广
大市民积极配合、主动到就
近的核酸采样点接受核酸采
样检测。

主动接种新冠疫苗。请
符合接种条件尚未完成全程
接种的居民，特别是3—11岁
儿童和 60 岁以上老年人尽
快接种疫苗。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提
醒广大市民朋友一如既往支
持配合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共筑疫情防控钢铁防线，共
度喜乐平和、健康安全的“端
午”假期。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倡导市民就地过节
6月1日起，主城五区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各类人才在平就
业，购房时可获补贴；为外来
务工人员置业提供便利；新
建和已建成住宅小区配建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记者6
月1日从市住建局获悉，我市
5 月 27 日出台《关于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保障
住有所居的通知》，以保障群
众住有所居，满足购房者合
理需求，实现“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目标。

为保障各类人才在平安
居，来平和在平就业的各类

人才，参照市委、市政府引进
人才住房保障政策给予购房
支持。大专以上毕业生、持
有各类技能证书人员在我市
稳定就业购买住房时，一次
性给予1万元购房补贴。

外来务工人员在平顶山
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可按照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同
等条件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
业务；在我市购买住房时，可
按照我市缴存职工同等条件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有效供给，更好满足广大老
年人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养

老服务需求。新建和已建成
住宅小区分别按照每百户不
少于30平方米、20平方米的
建筑面积配建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且单项建筑面积应当
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避免
出现设施分布小而散。对新
建小区加强适老化设计，对
老旧小区进行适老化改造，
实施适老化改造的，给予一
定补贴支持。

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
清相应购房贷款的家庭，为
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
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时，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首套房

贷款政策。对在我市稳定就
业、住房困难的新市民、青年
人以及低收入家庭，优先保
障公租房。

我市还将通过稳定住宅
用地供应节奏、提高商品住
宅品质、加快棚户区改造安
置进度、多渠道筹措保障房
房源、加快培育发展住房租
赁市场等措施优化住房供应
结构；同时，加快项目审批流
程、规范商品房预售管理、加
大信贷融资支持、优化房地
产市场环境，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保障群众
住有所居。

我市出台举措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

□记者 田秀忠

本报讯 6月 1日，记者从市图
书馆获悉，结合目前疫情防控实
际，市图书馆2022年端午节期间
（6月 3日至 6月 5日）继续落实适
度开放措施，开放时间较平时有
所变化。

其中，市图书馆中心馆（位于
湛南路 245 号）开放时间为9：00-
17：00；市图书馆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馆（位于市文化艺术中心大
楼）开放时间为 9：00-17：00；鹰
城书苑—军分区驿站（位于平顶山
军分区门口）开放时间为9：00-21：00；
鹰城书苑—白鹭洲驿站（位于白鹭
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开放时间为
9：00-21：00；鹰城书苑—湛南路驿站
（位于市图书馆中心馆门口）开放时
间为17：00-21：00。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和开放区
域等综合因素考虑，各开放场馆
每天入馆人数上午、下午均不超过
500人。入馆人员需遵守疫情防控
规定，通过“河南文旅通”提前预约
到馆，扫描场所码、查验健康码和行
程卡，测量体温正常后进行入馆登
记，入馆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并保
持一米以上安全距离。少儿读者
入馆需由家长陪同。读者进馆后，
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管理。

市图书馆
端午节期间
开放时间有变化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5月 31日，记者从市
公交公司了解到，6月7日、8日高
考期间，考生本人持准考证可免
费乘坐公交车出行。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高考
期间的出行保障工作，市公交公
司将认真做好组织保障、运力保
障、防疫消杀等工作。高考期间，
主动加强与教育部门沟通，及时了
解所属营运线路途经考点、道路施
工及公安部门的交通管制等信息，
制定具体方案及应急预案，提前做
好运力的组织协调，确保途经考场
公交线路正班、正点运行。

将提前对营运车辆进行全面
的检修和保养，确保车况完好，杜
绝带病车辆上路运营，做好运力
配置，同时要求对途经各考点的
公交车，一律禁止鸣喇叭，关爱考
生、奉献爱心，为学生提供安静的
考试环境，树立公交良好形象。
每个营运分公司安排5台车辆、5
名驾驶员，作为保障高考中考应
急力量的组成部分，随时待命，做
好高考交通保障服务工作。

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要求，营运车辆加强对车厢内栏
杆、扶手、座椅等物体表面进行消
杀，消杀后进行通风。安排专人
在距离考场较近的站牌值班，引导
车辆有序进出站、维持乘客上下车
秩序，保持信息畅通，确保高考期
间应急工作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智能调度指挥中心要密切关注各
线路运营状况，针对考生出行时
段、途经考点的营运车辆做到灵活
调度，方便考生出行。

高考期间
考生可免费乘公交车

6月1日上午，郏县李
口镇白龙庙村党支部书记
王艳锋在采摘成熟的麒麟
西瓜。

据了解，该村今年春建
起38亩的日光温室大棚，发
展特色麒麟西瓜种植。目
前，成熟的麒麟西瓜皮薄、
汁多、甜润，以120元1箱的
价格畅销各地，成为该村增
加集体收入的“摇钱树”。

本报记者 孙书贤 摄

致富“摇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