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凯/文 通
讯员 马勇/图 ） 根据当前全县
疫情防控形势，按照县委、县政
府疫情防控工作会议部署，为有
效遏制疫情蔓延，为全县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提供应急保障，沈丘
县应急管理局积极担当作为，服
务全县大局，有力展现了“疫”线
担当、应急力量。

据介绍， 沈丘县应急管理
局结合实际，组建 12 个网格小
组，每个网格小组选派网格员 2
名，由局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形
成“1+2”的网格工作模式，严格

按照 30 户 1 名网格员
要求， 认真编好区块、
路线、楼栋、单元，织密
织细网格，做到不漏一
户 、不漏一人 ，做到一
户一表 、户户 “四清 ”。
压实网格员责任，积极
协助医务人员做好核

酸检测， 对从上海、郑
州、许昌等中高风险地
区返沈人员进行多次

排查， 做到不漏一户、
不漏一人，切实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守牢疫情
防控安全防线。 严格执
行网格化管理制度，落
实测温、查验行程码和
健康码 、扫 “周口通 ”、
佩戴口罩、消杀等疫情
防控措施。 同时，做好
网格内群众生活服务

保障工作，积极组织神
鹰 、曙光 、蓝天救援队
等社会应急救援力量

进行集中消毒消杀，全
力以赴筑牢疫情防线， 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应急力

量。
据悉， 县应急管理局依托

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备足应急
救灾物资，保证随调随用，为战
胜疫情提供及时高效的后勤物

资保障服务。 此外，县应急管理
局全体工作人员进入战备状

态，坚守岗位，严格落实领导带
班和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保
持通信畅通，积极为全县有序、
有力、 有效战胜疫情贡献应急
力量。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淮阳区应急
管理局全体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勇于
担当 ，全力以赴落实区委 、区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在分包小区筑起了牢不
可破的“铜墙铁壁”。

以上率下， 建立畅通工作领导机
制。 分工明确、领导靠前指挥、指令执
行畅通有效是区应急管理局在这次

抗疫工作中最鲜明的特点。 局党委书
记、局长崔华统筹协调指挥，传达省、
市、区各项指令 ，并将指令具体为各
项措施，落实到各个值班点。 做好值
班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安排后勤人
员每日为值班点送去饭菜和泡面、火
腿肠、矿泉水 、蚊香 、花露水等物资 。
局领导班子成员坚持在卡点带班值

守，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指令，随
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如图）。 值
班人员坚持 24 小时值班值守，做好小
区封闭管理及协助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严格执行“三个一”，向淮阳籍在外
人员特别是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宣传

好防控政策。
勇于奉献， 牢记在党旗下的铮铮

誓言。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
牺牲一切 ”决不是一句空话 ，它在应
急人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 局年轻干
部李海燕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只有妻
子一人在家照料，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虽然防控卡点离家很近 ，但他没
有时间回家看一眼。 局办公室主任张
波在接到印制防疫人员出入证明的

任务后， 凌晨 1 点多钟步行到单位连
夜进行印制。 局工作人员耿化强的妻
子刚刚大病出院， 家中 3 个孩子无人
照料 ， 他拒绝了领导安排的休息指
令，始终坚持在卡点一线。 党旗所指，
青年所向。 他们的行动感动着广大群
众， 白楼镇卢关小学教师郑景玉、个
体户李攀等纷纷加入小区疫情防控

队伍中， 真正体现了党旗的感召力、
凝聚力。

温情为民， 营造干群一家亲的氛
围。 用政策去引导，用真情去感化，区
应急管理局各卡点值班人员的付出

获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连心路一
无名小区的孤寡老人李冬英不会使

用智能手机， 每次做核酸检测时，值
班人员李海燕都会到家中用自己的

手机帮她申领检测码并打印出来交

到老人手上。 县卫生材料厂家属院独
居老人车怀远已有 80 岁高龄，值班人
员肖波每天到他家中帮他购置米面

粮油，老人感动得把院里种的黄瓜摘
了送到卡点值班室 。 每天都群众送
馍 、送菜 、送面条……应急人用真情
换真心，真正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到了
实处。

越是关键时刻， 越能体现应急人
的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 区应急管理
局全体干部职工顾全抗疫大局，落实
各项指令，将思想和行动自觉统一到
区委 、区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 ，为夺
取抗疫的全面胜利贡献了应急人的

力量。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 商水县应急管理局坚持一
手抓疫情物资保障、 一手抓安
全防范工作，主动担当作为，体
现了应急人的责任担当精神。

驻守“哨点”，守好防疫第一
线。 该局长期坚守在宁洛高速
谭庄服务区， 严格检查过往车
辆，守牢“外防输入”底线。

管好网格， 筑牢安全防线。
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投

身网格化管理一线， 党员干部
担任网格长， 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协助核酸检测工作，排
查来（返）商人员。

调拨物资， 保障防疫最底
线。 为保障隔离点、卡点防疫物
资供应，县应急管理局紧急采购
帐篷 560 顶、 折叠床 500 张、被
子 1200 双，紧急送往防控卡点，
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坚

强的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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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凯 文/图） 5月 6
日上午，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谢超到商水县督导检查防汛备汛工作。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玉祯，商水县应
急管理局局长雷立勇及市防汛抗旱应

急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督导活动。
谢超一行先后来到商水县邵庄、

张湾、老门潭等沙河险工险段，现场听
取防汛备汛、应急演练等工作汇报，并
详细了解每个险工险段治理及防汛准

备情况。
谢超强调，对于即将到来的汛期，

各相关部门思想上务必高度重视，坚
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用大概
率思维应对极有可能发生的重大自然

灾害，深刻汲取去年郑州“7·20”洪涝
灾害沉痛教训， 总结我市抗洪抢险成
功经验及不足， 做细做实防汛各项准
备工作。

谢超要求， 要做好隐患排查。 沙
颍河是淮河最大支流， 是我市的主要
防洪河道， 要在汛前全面检查的基础
上对隐患进行再排查， 及时发现问题、
查出隐患， 并切实整改到位， 一时整
改不了的要制定度汛预案， “三个责

任人” 在岗在位， 确保河道安全度汛。
要加强防汛演练。 进一步细化演练方
案， 结合实际， 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
演练， 切实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

力 ， 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 、 上得去 、
打得赢。 要做好料物储备。 对现有的
防汛物资进行摸底排查 、 澄清底数 ，
科学配置防汛料物， 备足备齐各项物

资 ， 宁可备而不用 ， 不可用而无备 。
要做好值班值守。 严格落实汛期 24 小
时值班值守制度， 密切关注雨情、 水
情信息， 确保上情下达、 下情上报。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5 月 12 日是我
国第 14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 月 7 日至
13 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因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不便开展大型宣传活动，市减灾
办围绕 “减轻灾害风险 守护美好家园”

主题， 通过网上答题的方式普及防灾减
灾救灾知识。

据了解， 此次竞答活动内容以防灾
减灾、应急避险、安全常识为主，从地震
基本知识到防灾减灾科学常识， 从地震

灾害监测预报、灾害预防、应急救援、自
救互救方式方法， 到防灾减灾法律法规
等，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向广大市民
广泛宣传防灾减灾知识。

据介绍， 此次线上答题活动得到了

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 截至 5 月 10 日，
全市共有 10 余万人参与此次防灾减灾
救灾知识竞赛。

“通过线上竞答的方式，让大家比一
比、看一看，激发市民的参与热情，提高
广大市民应对涝灾、震灾、火灾、旱灾等
自然灾害的能力， 了解防灾减灾救灾应
急自救知识。 ” 市减灾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市减灾办将根据实际情况，
以线上宣传为主，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
活动，引导广大市民树立防灾减灾意识，
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

全市十余万人踊跃“上线”

市减灾办举办“5·12”防灾减灾知识网上竞赛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乔
海燕） 5 月 10 日， 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第十三督导组到周口港区幸福家

园、未来家园、孙庄督导疫情防控工
作。

督导组要求， 港区要快速推广
使用“周到办 ”场所码 ，制订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责任领导 、责任单位 、
责任人、时间节点，确保“周到办”场
所码一周内实现全覆盖。 要成立常
态化常备应急快速处置专班， 发挥
村 （社区 ）、企业等单位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工作

专班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实现平急
转换，做到“快检、快筛、快转、快隔、
快消”，快速将疫情 “圈住 、封死 、捞
干、扑灭”。

督导组要求， 要持续加强保供
工作， 保障应急状态下广大群众基
本生活需求； 保障特殊人群就医需
求，对孕妇、血液透析病人 、危重症
病人、急症病人等急需就医的，建立
绿色通道，“点对点” 接送至医院就
医；保障工地、企业、学校、医院等重
点场所封闭状态下的生活需求，为其
发放通行证，限时采购生活物资。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第十三督导组

督导港区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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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党放心，抗疫有我！
———淮阳区应急管理局抗疫工作纪实

记者 王凯 文/图

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
为做好今年的防汛抗旱工作，确保我市安全度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防洪法》关于防汛抗洪工作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的规定，现将
全市主要河道、滞洪区、大型水闸、船闸等重点防洪工程责任人予以通报。

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逐级明确本地其他河道、水闸等防洪工程防
汛行政责任人并予以通报。

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2022 年 5 月 10 日

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关于周口市重点防洪工程

防 汛 责 任 人 的 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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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超在商水县督导检查时要求

落实防汛备汛责任 确保河道安全度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