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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努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胜利

本版新闻统筹 袁国豪

永城新闻

节气不等人，春日胜黄金。入春以
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被誉为“中国面
粉城”的永城市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抢抓天气转暖的有利时机，引导群
众开展春耕生产，为夏粮丰收打好坚实
基础，农田里各种机械来回穿梭的身影
随处可见，一幅别样的战“疫”春耕图徐
徐展开。

3月3日，碧空如洗，在永城市酂城
镇一块一望无际的翠绿麦田中，该市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吕爱淑正在调查小
麦苗情，指导田间管理。“酂城示范区于
2019年 10月 16日播种的百农 207、百农
307、徐麦35等品种均已拔节，西农585
已拔两节。”吕爱淑望着手中长势良好的
小麦欣喜地说道。

“裴桥镇、李寨镇的小麦长势十分良
好，个别小麦第三节已经长到 1 厘米
了，2019年11月3日播种的郑麦1860长
势也十分不错。”在裴桥镇示范户夏书祥
的麦地里，高级农艺师戴思远一边查看
苗情，一边兴奋地说。

半空中，几架植保无人机盘旋在麦
地上空喷洒药液；麦田里，几辆大型喷
药机一字排开喷施农药；地头上，永城
市农业农村局优质麦生产专家组正在薛
湖镇指导和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
麦田施药、促弱控旺、预防病害。“以前
给70亩小麦人工喷药需要几天，现在俩
小时就全部搞定，既节约了成本，又提
高了效率。”种植大户李士明乐不可支。

特殊时期，永城市农业农村局利用
无人机等现代喷防工具集中为农户开展
小麦病虫害防治，避免了农户陆续零零
散散地人工喷洒药液，用“智慧型”代
替“汗水型”，减少人员流动，让群众不
误农时、安心生产。

为了农民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
收，在疫情发生的关键时期，农艺师们

不约而同地投身于战“疫”中，他们不
仅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民开展线下的生产
指导，还通过网络直播、微信等信息化
手段开展线上技术服务，帮助农民解决
生产难题。

为了确保不误农时，稳定农资市场
供给，在 2月 20日左右，永城市各农资
经营店就已恢复营业，所有农资经营店
实行“不戴口罩不得入内”的行业规
则，每天对店内进行消毒。

“村干部大年初五就给我们打电话
了，让我根据老百姓需求备足货源，别
误了农时。现在农民出门不方便，对有
需要的农民，我们采取统一配送。”该市
陈官庄乡农资经销商孙启元承诺，“我这
店开了几十年，一直诚信经营，咱绝不
哄抬物价发国难财，各种农资产品明码

标价，库存充足。”
“我们要求农资经销商要严格遵照许

可范围经营农资，销售的产品要按照法
定时限要求在官网做好备案，认真做好
农资产品进销货台账，详细登记购买者
信息，做到产品质量、销售流向可追
溯，疫情线索可防控。”永城市农业农村
局农资站负责人蒋神秀介绍，要坚决严
把农资市场“入口关”，确保假冒伪劣农
资出不了厂、进不了店、下不了田。

“我们会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各项检
查，要求从业人员做到戴口罩、勤洗
手，与人交流至少保持两米以上距离；
店内要做到定期消毒，经常通风，确保
营业环境达到公共场所卫生标准。”蒋神
秀说。目前，提倡通过微信、电话、短
信等形式销售，引导群众有序选购，尽
量避免直接见面，减少感染概率。

非常时期，永城市农业农村局行政
执法人员更加严格履职，竭力为守法诚
信经营保驾护航。此外，该局拓宽服务

渠道，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服务，受理投
诉、举报及涉农法律咨询；加强与公
安、市监部门的沟通，严厉打击无证经
营、未审先推、假冒伪劣等各类涉农违
法行为，零容忍对待聚众销售农资的

“忽悠团”；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和执
法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明天村里有植保无人机来喷洒农
药，谁家田里需要，现在开始报名。因
为疫情，打药的时候谁都不用到自家田
里去，有专业人员帮大家看着。”日
前，在该市裴桥镇王阁村微信工作群
内，党支部委员张书坤这样说道，村民
纷纷报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
情况下，该镇细致摸排全镇农机具使用
情况，统筹进行调配，避免了群众争抢
的情况，最大限度提升了工作效率。

自2月份起，永城市农机服务中心
引导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种粮大户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开展春耕
生产。统筹协调农机销售企业及早着手
春耕生产所需各类农机具、零配件和油
料等物资的储备供应，畅通供应渠道，
确保农资能进村入店，保障春耕生产需
求。充分利用微信短信等平台帮助和指
导农机手保养、调试和检修各类农机
具，确保全市农业机械以最佳技术状态
投入春耕生产。

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该中心
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通过
微信、短信等多种有效形式，普及深化
农机安全生产知识。结合春耕备播工作
的开展，进一步强化巡回检查和安全检
查，全面排查农机安全生产隐患，重点
督导农机合作社和农机手在疫情防控和
春耕生产中严格依标准按规程进行，严
禁违章作业，层层压实农机安全生产监
管责任，确保春季农机化生产的顺利实
施。

一幅别样的战“疫”春耕图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农技推广有序

农资供应有序

农机调配有序

永城市农业农村局优质麦生产专家组在薛湖镇优质麦项目区调查小麦苗情，指导
田间管理。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张 朋） 3月 4日，在永城
市第九小学教材发放点，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正紧张配合十多位
教师给排队的学生家长发放教材。

为更好地做好停课不停学、不停教，保障师生用书需求，
回应家长关于使用教科书的呼声，永城市新华书店根据省教育
厅、中原出版传媒集团要求，于3月2日将该市首批中小学校
教材配送到校，并密切配合各学校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家长错时错峰领书的方式将教材发至学生手中。

连日来，为确保近200万册教材发放无误，市新华书店全
员投入到教材配送工作中，每天加班加点进入奋战状态，脚步
不停，双手不歇。“为保障疫情期间安全，我们在配送前后都
对教材、外包装和运输车辆严格消毒，对工作人员严格测量体
温和进行安全防护，并向部分配送学校捐赠消毒液，确保教材
发放安全稳妥。”市新华书店党总支书记、经理常炳章说，新
华书店已与各学校提前联系、密切配合，采取高效、细致、安
全的方式将教材发至学生手中，满足全市广大师生网上教学和
学习的需要。

永城市

安全有序做好教材发放工作

本报讯 （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丹） 近日，
永城市顺和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有序
组织辖区内企业复工复产，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平稳
有序。

该镇建立“党政领导、村医联企”制度，通过做
“全”防控预案、备“足”防疫物资、严“筛”返岗人
员、广“宣”防疫警示、勤“测”职工体温、落“实”
主体责任，切实做到主动靠前，全方位服务。

该镇要求复工复产企业严格按照要求配备防疫物
资，落实好“三员”管理，在厂区出入口处设置了体温
监测点，由专人负责对进出人员测量体温和登记信息，
要求员工每天上班必须佩戴口罩，实行分批就餐制，后
勤人员每天开工前和收工后都对厂房车间等公共区域进
行消毒，并在洗手盘旁配足洗手液，以最严格的标准进
行自我防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共同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

顺和镇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王永亮）近日，在永
城市黄口镇木楼村近百亩的西瓜大棚产业扶贫基地里，一
个个白色塑料大棚有序排列，忙碌的村民们穿行其间，有
的在搬运瓜苗，有的在弯腰移栽，有的在浇水灌溉，处处
呈现出一片繁忙的劳动景象。

“该基地由黄口镇党委、政府精心打造，占地近 100
亩，是针对脱贫户建设的，目的是确保脱贫户持续增收有
保障，助力增收奔小康。”该镇副镇长时倩楠介绍说，木
楼村的西瓜大棚产业扶贫基地是去年黄口镇启动“1333”
产业扶贫新模式的试点之一，自该模式启动以来，得到了
脱贫户的称赞。

时倩楠说，“1333”产业扶贫新模式是黄口镇党委、
政府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摸索出来的，也是实行合作社统
一经营下的“产权明确，户均一棚，股份分红”新的扶贫
模式。整个经营过程由合作社全程技术指导，统一管理、
统一销售，按销售收入划为四部分，即基础股、生产资料
股、管理股和集体股。具体分红按农产品销售收入划分为
10份，即“1333”。“1”即基础股，归所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给予全镇212户脱贫户户均一亩棚，销售收入的10%
归每个脱贫户的基础股收益；第一个“3”即生产资料
股，归合作社，合作社负责地租、种苗、农药、肥料、技
术及销售，占销售收入的 30%；第二个“3”即管理股，
由有管理能力的脱贫户在合作社指导下进行简单生产管
理，占销售收入的 30%；第三个“3”即集体股，销售收
入的30%归集体收益。

“今年，黄口镇党委、政府将产业扶贫、稳定脱贫、
防止返贫作为工作重点。经过仔细研究，镇党委、政府决
定抓住目前春耕备耕的有利时机，科学有序组织村民和脱
贫户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进行大棚瓜苗的移栽工作。”时
倩楠介绍说，为了避免村民在作业过程中聚集扎堆，他们
采取出耕人员分批次、分时间段轮流作业的措施。预计3
月底，该基地大棚西瓜移栽工作可圆满完成。

黄口镇

产业扶贫基地春耕忙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郭小溪）为加快
农民工返岗复工进度，近日，永城市马牧镇积极作
为，通过多种方式助力务工人员返岗就业。

摸清返岗人员底数。各行政村仔细排查，通过
填写有意愿、有能力适龄劳动力基本情况表格，掌
握已外出务工、拟外出务工等人员底数，及时汇
总，确保不漏一人。

积极做好保障服务。镇政府及时对返岗人员发
放《河南省商丘市新冠肺炎健康申报证明》，协调村
医、镇卫生院一一确认后，统一盖章交还返岗务工
人员；与复工企业积极对接，让务工人员安全安心
返岗务工。

营造返岗复工氛围。通过党建大喇叭广播、微
信群通知、张贴《致全市外出务工人员一封信》等
方式加大宣传，针对已确定外出人员，进行一对一
指导，确保人人皆知，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返岗。

马牧镇

多渠道助力农民工返岗复工

3月5日，永城市龙岗镇魏楼村群众在该村中药材种植
基地栽种首乌。该基地占地200亩，其中首乌种植面积60
余亩，带动当地20余人增收。初春时节，该市各乡镇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取得明显成效。 聂 政 摄

为全力做好复工复产服务保障，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永城市于3月2日开始有序恢复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监督工作，确保对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工作依法监督，及时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据了解，该市车辆检验业务
实施“预约检车”和“交钥匙”检验举措，每天预约车辆不超过50辆，群众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手机APP、微信、电话等方式预约后按照预约时间送检机动车，送检人登记车辆基本信息后，车辆交由检测站
工作人员办理。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孙海峰）为实现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日前，永
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分成 10个小
组，全部下沉到企业一线，落实四项服务，全力为企
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提前指导送上门。对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和服务
企业复工复产专班，指导、协助企业做好复工前期准
备、防疫物资筹备、工人网上招聘、工人出入证件办
理等工作。

生产服务做到位。为每家企业配备一名疫情防控
监督员，提供“保姆式”全方位服务，并联合市防疫
部门对拟复工企业进行厂区和重点区域消杀；筹措食
品、口罩、酒精、84消毒液等免费送到企业，确保
企业正常生产；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
问题，实行“一企一策”，协助解决。

宣传服务全覆盖。通过监督员现场讲解和企业微
信群推送等方式，及时发布国家、省、商丘市以及永
城市关于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要求，督促企业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

防控服务无死角。由疫情防控监督员切实把好企
业员工入场、就餐、住宿等关口，对企业整体环境进
行监测、防控。

经开区

四举措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3月5日，永城市龙岗镇龙岗村群众正在从物资保障车上
卸运面粉。近期，该市各乡镇加大面粉等生活物品的供应力
度，保障疫情期间广大农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

聂 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