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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硝烟的遭遇战
———沈丘县疫情防控工作纪实

记者 李辽 高洪驰

“沈丘核酸检测出 2名阳性患者”。
2021 年 12月 21 日， 以上信息在沈

丘朋友圈迅速传开。
“立即隔离患者，迅速查找源头”。
疫情就是命令！ 一场疫情防控遭遇

战在沈丘迅速打响。
2021 年 12月 27 日零时， 管控区域

逐步解封， 沈丘疫情防控遭遇战取得阶
段性胜利。 2022年 1 月 4 日 24 时，沈丘
全县解封，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疫情
防控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

在 15 天的疫情防控遭遇战中， 市、
县两级快速反应， 扁平化指挥， 科学调
度，有序管控，在较短时间内斩断了疫情
传播链条，实现了 “零感染 、零扩散 ”目
标，创造了 10 天内圈住封死扑灭疫情的
“沈丘速度”。

沈丘县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

防控遭遇战。

前沿指挥 沉着应战

2021 年 12 月 21 日，距离 2022 年元
旦节还有 10 天时间。 这一天，将在许多
沈丘人的心中留下永远的记忆。 当日 13
时 30 分，沈丘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接到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推送

的关于对谢某某夫妇二人的核查信息

后， 第一时间将谢某某夫妇闭环转运至
该县人民医院隔离管控。 经进一步细致
流调，发现还有同乘人员李某某夫妇，该
县随即将李某某夫妇也闭环转运至县人

民医院，四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该
县立即启动应急指挥体系和疫情防控应

急机制，对谢营村、刘花园村实施封控管
理，消杀、流调、核酸采样检测等工作同
步进行。

疫情就是命令。“全县各级各部门要
以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时间设置防控卡
点，查找密接者和次密接者，尽快阻断传

染源。”疫情发生后，沈丘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 县委书记田庆杰第一时间主持
召开全县疫情防控调度分析研判会，安
排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随即，沈丘县委、
县政府领导班子， 县直各单位， 乡镇干
部，行政村干部，以及全县党员，立即奔
赴抗疫一线， 对存在高风险的周营镇谢
庄自然村、 谢庄幼儿园和范营乡王庄自
然村、东风小学实行封控管理，并立即启
用华丰酒店等集中隔离点 8 个， 设置隔
离房间 699 间， 对所有排查到的密接者
和次密接者进行闭环转运隔离。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尽快查找
源头，阻断传播链。 ”当晚 20 时，接到沈
丘县报告核酸检测发现阳性病例的消息

后，省委常委、周口市委书记安伟连夜赶
赴沈丘指挥疫情防控工作。 22 日上午，
安伟在沈丘县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

会，要求市县两级“明确工作目标，迅速

行动、争分夺秒，齐心协力、全力以赴，从
严从紧从实从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坚决实现 10 天内‘圈住、封死、扑灭’
的工作目标”。

沈丘县快速启动应急机制， 成立了
市县一体的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22日
晚，指挥部灯火通明，县委书记、县长连
夜抽调该县纪委、公安、卫健委、财政等
部门精干力量 100 余人，成立数据核查、
人员隔离转运、核酸检测、封控管控、舆
情管控等 13 个工作专班联合指挥中心，
建立全流程应急指挥机制， 确保指挥体
系高效运转。 随即，该县加强流调排查，
开展流调溯源，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
治疗，通过线上线下查询，截至 2021 年
12月 27 日，共找到密接者 56 人、次密接
者 394 人，并全部进行转运隔离，有效阻
断了疫情传播渠道。

（下转第二版）

������为切实做好居民生活物资保障工
作，连日来，我市发改系统全力开展重
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预警， 加强部门
联动，强化执法检查，稳定市场价格水
平，确保群众生活秩序基本稳定。图为
市发改委工作人员正在一家超市查看

蔬菜价格。 记者 张艳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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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三边四化五美”让农村靓起来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我在这里快住一辈子了，没想到村
里现在变得像城里的公园一样漂亮，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看风景。 ”1 月 11 日，在
沈丘县莲池镇文殊庵行政村， 村民王祖
民面对记者采访，由衷发出赞叹之语。

自全省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电视

电话会议后， 沈丘县及时学习传达会议
精神，结合实际出台《全县“三边四化五
美”实施方案》，旨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建设“美丽大
花园、幸福新沈丘”的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宣言。

明方向定目标 加压奋进

2021 年 11 月 30 日， 沈丘县召开全
县“三边四化五美”工程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工作会议， 动员全县上下扎实
开展“三边四化五美”工程，以城乡建设
增美，以改革开放增力，以建设两省边际
美丽乡村示范县为突破，努力向“美丽大
花园、幸福新沈丘”扎实迈进。会上，沈丘
县委书记田庆杰指出了开展此次活动的

深刻意义：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具体实践，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任务， 是开展乡村建设行动的有

力抓手。
“三边四化五美” 就是围绕路边、水

边、村边，推进净化、绿化、美化、文化，着
力打造美丽通道、美丽集镇、美丽田园、
美丽村庄、美丽庭院，实现生态效益、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同时，该县结
合农村实际，大力实施四大工程。一是大
力实施“一村万树”工程，按照“每个行政
村栽植一种高经济效益的树种， 新植约
1 万株以上苗木”的标准，对全县 578 个
行政村的空闲宅基地、 废旧坑塘、 边角
地、废闲地和围村林进行绿化改造。二是
大力实施“一宅变四园”工程，加大对农
村老宅基地、 长期闲置老房子的平整力
度，利用边角地、空闲地、撂荒地、拆违地
等，打造花园、菜园、果园、游园，让群众
享受自然和谐、美丽幸福的乡村生活。三
是大力实施“12345”工程，“1”是突出党
建引领，“2”是建设乡村振兴讲堂和乡村
文化礼堂 ，“3”是开展拆违 、拆废 、拆乱
“三拆”行动，“4”是抓好垃圾保洁清运、
村容户貌整治、 黑臭水体污水治理、“厕
所革命”四项工作，“5”是做到有管理队
伍、有卫生保洁设施、有基本工作标准、

有管理制度、有考核奖惩。四是大力实施
组织振兴工程， 通过加大村党支部书记
培训力度、开展“担当有为好支书“评选、
改革村党支部书记薪酬制度、 健全村党
支部书记晋升制度、 定期开展村党支部
书记综合考评、 定期召开乡镇党委书记
暨支部书记工作交流会议等，奖优罚劣，
切实提升村党支部书记的组织能力、落
实能力、履职能力。

“要牢固树立 ‘干与不干不一样、干
快干慢不一样、干好干坏不一样’的工作
导向、奖惩导向、干部选拔导向。”田庆杰
明确表态道，要让实干者实惠、吃苦者吃
香、干事者无忧、有为者有位。

目标已经明确，压力层层传导，全县
群众迅速行动：拆危除障、清除垃圾、种
草植绿、 发展经济……沈丘大地迅速掀
起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的热潮。

巧设计快实施 初见成效

一条笔直干净的水泥路伸向村内，
路的两旁栽着杜仲； 村西边的红旗干渠
通过清淤，水质清澈，两岸栽种了花草及
绿化树木； 村室后边的两个废弃坑塘就
势改造成了月牙形和太阳形的池塘，还

修建了环形走廊和亭台楼阁……1 月 10
日， 记者来到白集镇白庄行政村李腰庄
自然村，跃入眼帘的景象既熟悉又陌生：
说熟悉， 是因为记者初中时期的母校就
在这个村子，一草一木让人倍感亲切；说
陌生， 是这里的变化完全颠覆了记者对
该村的固有印象。

向善街、崇德街、怀礼街……村内，
移步换景，满眼绿意，每条大路甚至连小
胡同也都有自己的名字。 路两旁的墙体
上，绘有中医药（保健）知识、孝道文化、传
统国学知识等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

容的精美彩绘……这一切的变化，都源于
沈丘县开展的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

“沈丘县总人口 140 万人，是河南省
人口密度最大的县区之一， 其中农村人
口 123.75 万人，仅农村生活垃圾日产生
量就近千吨。 ” 沈丘县政府县长余长坤
说， 在努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 面对群众迫切希
望改善人居环境的诉求，该县以“三边四
化五美” 为抓手， 全面清理农村遗留垃
圾，做到道路畅通、院落整洁，还群众一
片绿水蓝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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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猛） 1 月 13 日深夜，寒气逼人，行人
稀少，但坚守在西华县各个疫情防控卡点的值班人员丝毫
没有放松警惕，严格按照疫情防控措施对每个出入人员进
行安全检查。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西华县委要求全县各
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全市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精神，坚决防范滋生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
理、松劲心态，牢固树立“疫情防控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头等
大事”思想和“抓疫情防控就是保稳定”的工作理念，坚决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疫情就是命令！ 西华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指挥体系，
县处级领导带头，深入疫情防控一线督导检查，督促整改
落实到位，坚决堵住短板漏洞，严防死守筑牢疫情防控铜
墙铁壁。 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用最短的时间在全县设
置 17 个交通卡点，对从中高风险地区来（返）西人员一律
劝返，对从低风险地区来（返）西人员严格落实扫码、测温、
提供核酸阴性证明政策，绝不放过任何风险人群进入西华
境内，坚决堵住疫情输入关口。 与此同时，全县各乡镇、办
事处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主要领导靠前指挥、一线督导，对
各村、社区、“三无”小区派驻网格员，专人专班，压实责任，
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

西华县中心城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是全县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按照县委和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安排部
署，各县直单位迅速响应、立即行动、精心组织，对所分包
小区的每栋楼进行编号管控，选派中层干部担任“楼长”，
并派工作人员对小区涉及外地来访人员、本地返乡人员等
重点人员情况进行逐一排查登记，严格做到对从中高风险
地区来（返）西人员提前掌握，及时报告，协助落实核酸检
测、居家隔离、集中隔离等疫情防控措施，做到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在强化“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同时，西华县不断加
强应急能力建设， 于 1 月 6 日开展了疫情应急防控演练，
全面提升流调、核酸检测、发热门诊接诊、隔离点建设、预
警监测能力建设，确保疫情防控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指挥处
置精准、科学、高效。 此外，该县还进一步加大应急物资储
备力度，做到宁可备而不用、绝不可用而不备。

危难之际，彰显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在这场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中，西华县广大党员挺身而出，示范引领，勇
当先锋，以模范行动带领人民群众强信心、聚民心，成为疫
情防控的“主心骨”。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充分发挥“头雁
效应”，始终坚守工作岗位，既抓调度部署，又在一线靠前
指挥。 全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迅速响应，把阵地建在
疫情防控最前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旗始终在人民战“疫”的主战场高高飘扬。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 西华县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机制后，共青团西华县
委积极响应，第一时间号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截至目前，全县参与疫
情防控工作的大学生志愿者共计 1311 名，成为该县疫情防控队伍中的生力军。

党员冲锋在前争作表率 ，团旗伴着党旗迎风飘扬 ，广大人民群众踊跃
参与……此次疫情发生以来，西华县委、县政府坚持党建引领、勇担使命，当好
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和“贴心人”，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摆在
第一位，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奉献扛起责任担当，同人民群众团结
一心、共同奋战，全力以赴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防护墙。 ③8

中国外贸额首破 6万亿美元关口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红霞） 中国外贸再次迈上了新台阶。
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 年，
以美元计价，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
首次突破 6 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数据显示，在 2013 年首次达到 4 万
亿美元后，我国外贸在 2021 年内连续跨
过 5 万亿、6 万亿美元两大台阶 ， 达到
6.05 万亿美元。 这一年的外贸增量达到
了 1.4 万亿美元，相当于 2005 年全年外
贸规模。

以人民币计价，2021 年我国进出口

总 值 39.1 万 亿 元 ， 比 2020 年 增 长
21.4%，其中出口 21.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2%；进口 17.37 万亿元，增长 21.5%。

与 2019 年相比，进出口、出口、进口
分别增长 23.9%、26.1%、21.2%。

“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
球领先地位，外贸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规模再创新高、质量稳步提升。 ”海关总
署新闻发言人、 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
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从贸易伙伴看，2021 年， 我国前五
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东盟、欧盟、美国、日

本和韩国，进出口总值分别为 5.67 万亿
元、5.35 万亿元、4.88 万亿元、2.4 万亿元
和 2.34 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9.7%、
19.1%、20.2%、9.4%和 18.4%。 同期，我国
对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3.6%，比整体增速高 2.2个百分点。

从外贸市场主体看， 民营企业表现
不俗。 2021 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企
业数量为 56.7 万家，增加 3.6 万家，其中
民营企业进出口 19 万 亿 元 ， 增 长
26.7%，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8.6%，比重提
升 2个百分点。

坚定历史自信 筑牢历史记忆
新华社记者 字强

日前，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党史
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人
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
历史记忆，满怀信心地向前进”。

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我
们有无比充分的理由和无比厚实的底

气。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 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
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心军
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党和人民百年奋斗， 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正是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不怕牺牲、英
勇斗争、甘于奉献，才开创了震古烁今、
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党具有
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所在，也是长期执
政、一往无前的历史自信所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 ”只有坚定历史自信，筑牢
历史记忆， 我们才能更好锚定历史方
位和奋斗目标， 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
进步的一边，走在光明的人间正道上，

赢得未来。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
固本培元，加强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
理想信念。 在杜绝和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这个问题上， 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
保持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立
场特别坚定、 斗争特别坚决， 理直气
壮、 积极主动弘扬党史的浩然正气和
英雄之气。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对历
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 今
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中国人民以更加自信、自立、
自强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站在“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
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 领悟历史真谛，
汲取历史智慧，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
史机遇，进而掌握历史主动，解决时代
课题，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发展，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我们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不辱使命，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不断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创新的历

史、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