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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实施意见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为进一步抓

紧抓实抓细我市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巩固拓展疫情持续向好发展态势，结合
我市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近日，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了《关于做
好全市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要分区分级，做好常

态化防控工作。 对于连续 14 天内无新
增确诊病例（不含输入病例和无症状感
染者，下同）为低风险地区，采取以下常
态化防控措施。 一是预防为主，科学佩

戴口罩，减少人员聚集，加强通风消毒
等；二是关口前移，落实常态化“四早”
措施，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确保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
管控、有效救治。 三是突出重点，对重
点场所 、重点机构 、重点人群 、医疗机
构 、校园 、社区等 ，实施常态化精准防
控。四是提高健康素养。对于中风险地
区（连续 14 天内发生不超过 10 例确诊
病例 ，或 1 起聚集性疫情 ），要在做好
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有
效救治患者、划定防控范围、规范疫点

处置 、主动搜索病例 、启动强化监测 、
及时上报信息。 对于高风险地区（连续
14 天内出现 10 例及以上确诊病例，或
发生 2 起及以上的聚集性疫情），要在
全面落实中风险地区各项防控措施的

基础上，扩大防控区域范围，限制人群
聚集性活动，强化区域管控，启动相应
级别应急响应。

《意见》还要求，要加强能力建设，
做好物资储备，扩大检测范围，发挥大
数据作用，做好常态化防控保障；加强
领导，压实常态化防控责任。 ①6

“创卫 ”工作不能打折
晨 曦

日前，我市召开了中心城区 “五城
联创”指挥部第三十九次周例会。 会议
指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精细化的
原则，将保洁机制、垃圾清运机制落实
到位，把市容管理条例、城市绿化条例
及相关法规严格执行到位，按照“创卫”

标准严格落实到位， 注重打造精品、打
造亮点，用“创卫”工作推动城市管理再
上新台阶， 为市民群众营造好的生活、
工作、学习环境。

诚如会议所要求的，“创卫”工作不
能打折。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
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这
些年，周口城市建设发展取得的成就有
目共睹， 当硬件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必
然对城市自身提出更高的要求 。 可以
说，“创卫”工作事关一个城市的品位与

态度，“创卫”能擦亮城市的面子，但并
不仅是为了城市的面子、牌子。 对周口
来说，“创卫” 不仅是提升城市品质品
位、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举措，更是一
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

“创卫” 这项惠民工程是一项长期
的系统工程，必须下大气力、狠抓落实，
才能确保成效。 在“创卫”工作中，得过
且过、糊弄了事肯定行不通。 当前，“创
卫” 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 “补齐短板”
“清理死角”“狠抓细节”。 我们要以“创

卫”为抓手，结合“五城联创”，通过环境
卫生专项整治、 城中村整治等重点工
作，真正让城市亮起来、美起来。

只有“创卫”工作不打折，才能确保
“创卫”成效不打折。人心齐，泰山移。我
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只要全市人民群策群力、 众志成城，以
高度负责的态度、 创新务实的作风、实
干图强的精神全面推进“创卫”工作，必
能把周口建设成为一个整洁有序、环境
优美、生态宜居的美好家园。 ①6

重托 ———乡村振兴的周口画卷
““三夏””篇

气象服务助力农业生产
记者 窦娜

“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间多云，偏
南风转偏东风 2 到 3 级 ， 最低气温
23℃～25℃，最高气温 38℃左右。 ”“气
温偏高，光照适宜，有利于小麦收获、
晾晒和储藏。 ”6 月 4 日一大早， 沈丘
县种植户杨海洋便收到了气象部门发

来的“温馨提醒”。
杨海洋告诉记者，自 5 月底开始，

他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 “温
馨提醒”，内容涵盖天气趋势、当前农
情以及农事参考建议等， 为自家的夏
收、夏种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温馨提醒”是气象部门在“三夏”
期间开展的服务之一， 目的是为了及
时将气象服务信息发送至农民手中，
方便农民及早安排夏收、夏种工作。

农业的蓬勃发展， 离不开气象部
门的保驾护航。为确保全市粮食安全，
市气象局充分发挥气象在水旱等自然

灾害防御中的先导作用， 强化科技创
新，加快构建智慧化、无缝隙、趋利避
害并举的现代农业气象服务体系。 加
强突发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 及时指
导农业生产； 开展主要农作物气象条
件动态监测， 实时指导农业病虫害防
治；针对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开展专
业化的气象服务；开展土壤墒情监测，

及时发布土壤旱涝信息， 根据土壤旱
情， 适时开展人工增雨； 全力做好春
播、“三夏” 等关键农事季节系列化农
业气象服务， 做到全程跟踪、 全程服
务， 防范化解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
影响， 把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降低到最小， 发挥好防灾减灾第一道
防线的作用， 为全市粮食安全提供了
高质量的气象服务保障。

建立健全为农服务体系

建立防灾减灾气象监测网。目前，
全市共有 11 个国家级自动气象观测
站，181 个乡镇自动气象观测站，49 个
土壤水观测站、13 个农田小气候自动
观测站， 组成了我市自动化的综合监
测网，为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提供基础
支撑。 全市 168 个乡镇均建立了气象
信息服务站， 通过乡镇气象信息服务
站， 可以及时把气象信息传递到农民
手中， 指导农民根据天气情况安排农
业生产， 解决了气象信息 “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

加强部门沟通协作， 为更好地开
展夏收、夏种气象保障服务。市气象局
加强与各涉农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
密切配合，形成气象为农服务的合力。
一是与农业、 林业等部门建立信息互

通共享机制，加强农作物、果树关键时
期的农用天气预报发布， 并提供相应
的防御技术和生产建议。 二是做好关
键农事季节“直通式”气象服务，制订
了 《周口市春耕春播期气象服务方
案》、《周口市气象局“三夏”气象服务
工作方案》，并把责任落实到人，开展
重要农事季节、特色农业、灾害性天气
的农业气象服务工作。在春耕春播、夏
收夏种等关键农事季节定期开展农田

调查， 了解农作物生长状况和发育过
程，细化、丰富农用天气预报产品，指
导农民科学安排农事活动。

气象为农服务成效显著

6 月 5 日，在商水县张庄乡的高标
准农田示范区， 现代农业气象服务观
测站和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实时

观测数据、 最新天气预报信息和每日
气象服务信息。

“该站能够对风速、风向、温度、湿
度、光照、地温、降水量、土壤水分等十
几个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 ”
气象服务技术人员说， 现代农业气象
服务观测站的建立不仅为农业科技工

作者提供了工作依据， 还让种植户根
据天气实况、预报信息等，及时采取相
应的管理措施， 减轻或避免了气象灾

害损失。
与此同时， 市气象局积极开展气

象防灾减灾为农服务科普宣传， 统一
制作和印发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气
象防灾减灾指南》、《气象科普读物》、
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明白卡等， 利用世
界气象日、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宣传
日等大型科普活动， 大大提升农民的
防灾减灾能力。

开展人工增雨，防旱抗旱。今年以
来，我市整体降雨量显著偏少，造成部
分地区土壤墒情较差，对农业生产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市气象局以农户之忧为忧，坚守岗
位、 密切监测， 分别抓住 2月 14日至
15 日、2 月 26 日至 27 日、3 月 25 日至
26 日、5 月 7 日至 8 日的天气过程，启
动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了我市土壤
表层旱情，增加了土壤底墒，对保障农
业生产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气象工作和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我们将按照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大力发展智慧气象，加快建设现代
气象为农服务体系， 提升气象保障服
务脱贫攻坚、现代农业生产、农村综合
防灾减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现代化水

平。 ”市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①6

同叙桑梓情 共筑出彩梦

记者 王艳

“周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她变美
了、变强了，我们深感骄傲和自豪。 我
们作为周口人， 都应该为家乡作出力
所能及的贡献， 让我们家乡的未来更
加美好。 ”自从参加了市委、市政府举
办的“情系家乡周口行”活动，河南五
建集团董事长陈保国回到郑州后每每

谈及家乡， 仍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和
兴奋。

看家乡、谈家乡、赞家乡 。 6 月 4
日，我市举行“情系家乡周口行活动”，
百余名在郑州工作的周口籍知名人士

回到老家周口进行参观考察， 感受周
口发展巨变，触摸周口发展脉搏。

活动结束后，在返程的高铁上，大
家从各个方面解读着家乡的发展，讨
论着家乡的变化， 回忆着家乡留在记
忆中的故事，言犹未尽。

“这几年家乡的变化令人感到惊
讶，虽然有时也回周口看看，但看到的
只是一部分，没有这么全面、具体、系
统，通过这次活动，让我又深情地拥抱
了一次故土，看到了家乡发展的希望，
看到了周口美好的未来。” 原河南省武
警总队司令员、少将曹云忠动情地说。

原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
巡视员刘本在对周口的变化赞赏有

加， 连连用了几个想不到：“想不到变
化这么大、想不到变得这么快、想不到

变得这么美，希望周口一鼓作气、乘势
而上，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 ”

“家乡的巨变让大家深深感受到
周口市委、市政府的干事激情，全市上
下的奋力拼搏，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
郑州市周口商会， 依托家乡， 立足郑
州，助力家乡跨越发展，责无旁贷。 站
在新时代的起点上， 周口商会一定要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优势， 为家乡发展
鼓实劲、献实策、出实力、办实事。 把爱
乡之情化为实际行动， 踊跃投身周口
大发展、大建设的热潮之中，为家乡巨
变贡献周商力量。 ”郑州周口商会会长
赵书玉表示。

乡情是纽带。 许多在郑周口籍企
业家表示， 通过参加 “情系家乡周口
行”活动，大家在一起畅叙乡情、交流
感悟，心越来越近了，情越来越浓了。
“我们虽然长期生活在他乡、创业在他
乡，但心系桑梓、情牵故里，对家乡的
感情始终没有变， 对周口始终怀有一
种特殊的情感。无论身处何地，我们一
定会支持家乡建设，助力家乡发展，共
创美好明天。 ”

有赞美、有回味，有感慨、有期待。
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的拳拳心、
殷殷情却留了下来， 与千万周口群众
融汇在了一起， 与奔腾不息的沙颍河
水一起荡漾……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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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凤霞） 6 月 11 日下
午，市长丁福浩带领市直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到
沙颍河周口船闸和商水县马门邵庄险工段、防
汛物资仓库， 督导调研防汛抗旱并开展巡河工
作。

丁福浩一行从中州大道桥码头出发， 乘船
察看沙颍河中心城区至商水段船闸维护、 堤防
建设、“四乱”清理和水资源利用保护等情况。他
强调，要积极开展河湖流域日常巡查，明确河道
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责任清单，强力
推进河流清洁联合执法， 全面清除河道管理范
围内的非法码头、私拉乱建、拦河渔网等顽疾重
症，切实做到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修复水
生态，打造河清岸绿的良好生态环境。

在邵庄险工段， 丁福浩察看了防汛物资储
备情况，听取商水县防汛工作情况汇报。丁福浩
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时刻保持清醒忧患，立
足于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科学出台储备定
额和计划， 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料以及救灾物
资，加强日常监管，定期更新维护，确保备得足、
调得动、运得出、用得上。

丁福浩强调，要充分发挥河长制作用，利用
汛前时间，抓紧对河道隐患险段、病险水闸进行
全面排查，建立台账，科学制订整改方案，限期
消除隐患。 要按照“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持
续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确保河道行洪
顺畅。要强化汛前检查，全面疏通城区河道和地
下排水管网，配强备足移动泵车、抽水机等防汛
抢险设备，确保城市安全度汛。要扎实完善各种
应急预案，出台各项应急措施，针对不同险情进
行实战化防汛演练，强化抢险人员应对能力，确保发生险情时拉得出、抢得上、打
得赢。 要坚持汛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及时准确掌握和通报汛情、旱情、险情，确保
调度顺畅、安全度汛。 ②5

刘继标率队赴京招商引资看望出彩周口人
周口籍企业家表示，将全力以赴回报家乡，助推家乡跨越发展

南下北上 引凤筑巢 倾力发展

本报讯（首席记者 刘彦章）继 5 月
下旬赴长三角招商引资后，6 月 10 日至
11 日，市委书记刘继标带队北上，赴首
都北京看望慰问在京企业家代表和周

口籍代表人士， 介绍家乡发展变化，听
取大家对家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并深
入企业考察观摩，诚邀大家发挥各自优
势， 返乡创业发展， 推进周口城建、文
化、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提升提速。

10 日晚，刘继标一行乘坐高铁来到
首都北京，11 日一早即按照北京周口企
业商会安排，前往北京志广富庶农产品
有限公司总部考察。 公司董事长淮阳人
吴志广表示，将在扶沟县等投资建设现
代果蔬农业产业基地等项目，把老家的
特色优质产品卖到全国全球。 之后，刘
继标一行又来到北京华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负责人扶沟人宋国安带领
大家对企业研发生产进行了参观考察，
并表示积极寻求与家乡相关项目合作，
助推家乡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上午 11 时，刘继标一行与周口在京
企业家代表、各界贤达座谈交流。 訾付
业 、马艳丽 、李冲 、宋国安 、朱亮 、吴志
广、李高峰、朱玉华纷纷发言。 他们畅谈
家乡巨变带来的自豪与震撼、作为周口
人的骄傲与幸福，群情激昂表示要在周
口发展最好时期，回归家乡、报效家乡，
在内河船舶制造、中医药产业转移及互
联网医疗、生态休闲观光农业 、服装时
尚文化等产业 ， 尽最大努力为家乡做
事，不遗余力参与家乡“满城文化半城
水，内联外通达江海”中原港城大跨越、
大发展、大建设。

刘继标动情地说 ， 听了大家的发
言， 为大家热爱家乡的情怀而感动，为
大家帮助家乡的举动而感动，为在疫情
期间在京老乡的慷慨捐款捐物而感动。
成功是奋斗出来的。 “没有人能够随随
便便成功”！ 大家的经历再次印证 ：勤
劳、智慧、诚信、坚韧、愈挫愈勇、吃苦耐
劳的美德， 是周口人鲜明的精神标识。
在各行业各领域的辉煌成就中，周口人
都谱写出了出彩篇章。 家乡人为你们深
感骄傲自豪。 乡情永远是每个人割不断
的根与魂 ， 不论是周口人或 “新周口
人”， 乡情永远是接续每个人最柔软最
深沉的精神家园。

刘继标说， 家乡对大家充满期待。
期待各位老乡常回家看看，看看自己的
亲人、朋友，逛逛家乡的老街，尝尝故乡

的小吃。 期待大家为家乡发展多提宝贵
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保证家乡发展的
路子能够更宽，速度能够更快 ，质量能
够更好。 期待大家能够回家乡投资，支
持家乡的发展和建设，为兑现 “大干快
上三五载，请君再看周口城 ”的庄严承
诺增添光彩。

刘继标最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
家表态：一是干好活，把家乡建设好，不
辜负各位老乡对市委、市政府和对家乡
的期望。 二是服好务，创造好的营商环
境，让大家回家投资有钱赚快发展。 三
是当好坚强后盾，为大家回乡投资创业
扫除一切障碍。

刘胜利、胡军、赵万俊以及商水县、
扶沟县、市经济开发区、市商务局、市工
商联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②5

��� 庚 子 之 丰
———2020年河南夏粮丰收图景

������在河南省商水县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 农机手操作机械收
割小麦（5 月 29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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