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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
在商丘
最美逆行者

民权新闻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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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线传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文明）“俺今年2月份因
病住院花费 10多万块，没想到在县医保中心一下子就报齐了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和医疗救助等报销项
目，报销的钱都给打卡上，省得俺来回跑腿了！”3月 17日，
民权县孙六镇刘六口村贫困户黄厚英从该县医保服务大厅走出
来时高兴地说。

当日上午，正在县医保服务大厅查看群众办理报销情况的
民权县医保局负责人张耀民介绍说，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及时
有序解决群众看病报销问题，并落实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户基
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等相关政策
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真正做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大大方便了群众的就医结算。

截至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100%。该县医保局制作医保扶贫及慢
性病政策宣传版面，悬挂在全县529个行政村的显著位置，印
制慢性病办理流程及补偿标准宣传彩页2.5万余份，发放到贫
困户手中，对贫困户“一对一”讲解医保政策。同时，他们还
在全县 1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开展文艺巡演活动，借助
乡村戏曲大舞台，以戏曲、快板、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宣传扶贫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

县医保局

提升服务水平 实现应保尽保

自动裁剪机来回穿梭，工
人认真缝制，设计员在电脑上
画着优美的弧线，满载产品的
货车整装待发……这情景是记
者走进民权高新区河南嘉祥袋
业有限公司所看到的喜人场面。

“要不是孙主任帮忙，俺这
公司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复工复
产，年前那么多订单，如不按时
发货，仅违约金就不少赔付。”3
月 19日，嘉祥袋业副总黄正和
说起复工复产感慨不已。

黄正和口中的“孙主任”是
民权县卫健委驻企帮扶干部孙
涛，河南嘉祥袋业有限公司也是
2017 年孙涛通过招商引来的该
县唯一一家全外资企业，其生产
旅行用品、箱包等产品全部外销
到美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
区，3年来上缴利税1000余万元，
吸纳500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2月10日，眼看国外订单日
期一天天逼近，工厂又不能开
工，正在黄正和心急如焚不知
所措时，县里帮助企业复工复
产实行网格员驻厂帮扶机制，
孙涛来到了该公司。

孙涛根据县疫情防控指挥
部的工作部署，结合嘉祥袋业实
际，与黄正和一起研究复工复产
整体方案，帮他们联系县疾控中
心开展全方位消杀、到乡村招工、
培训防控知识、储备防控物资
等。一切准备就绪后，2月16日，
嘉祥袋业就正式复工复产了。

“我和爱人原来在外地做生
意，现在疫情那么厉害，哪也不敢去了，碰上公司到村里
招工就来了。现在俺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呢！”正在工作
台修剪箱包线头的白云寺镇邢庄村村民贾祥英高兴地说。

“我家离这里只有三四公里。年前俺在上海一家工厂
务工，现在我在这里的裁剪车间操作机器人，计件工资，
也不比在外拿的少！”家住伯党乡双楼村的陈盼盼说起眼
下这份工作，脸上溢出满意的笑容。

嘉祥袋业复工复产后，孙涛隔三差五就到厂里转转，
叮嘱他们严格按照规程操作，详细询问还存在什么问题，
每一项他都认真记在本子上，回去逐一解决。

“有孙涛在，我们复工复产就踏实。现在员工返岗
400多人，产能恢复到年前的 80%。加班加点干，人歇机
不停，我们争取把耽误的补回来！”黄正和颇有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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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有无数仁人
志士用生命呵护生命，用大爱守护群众健
康，越佰建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年42岁的
他，是一名有着 18年党龄的市场监管人，
是民权县市场监管局绿洲所所长。

2019年年底，越佰建就把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母亲接到家中，原本想借短暂的春
节假期尽孝，没想到，大年三十晚上他接

到了疫情通知，只好把老母亲托付给妻子
照顾，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疫情防控战
中。从大年初一起，他和同事们忙碌的身
影就不断地出现在集贸市场、商场、药
店、餐饮店等场所。

民权市场监管局绿洲所监管对象2242
家，其中餐饮 1275家，药店 70家，医疗器
械 68 家，农贸市场 2 个，防控任务十分艰
巨。越佰建带领全所人员在集贸市场、大型
商场等人流密集的地方，通过拉横幅、贴公
告、LED屏等方式向群众大力宣传《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全方位提高群众的疫情防控意识。

疫情期间，辖区投诉量暴增。但无论
什么时候，越佰建在接到投诉后都是第一

时间响应，抓紧处理。2月 20日，他接到
群众投诉，称有人销售劣质口罩。他立即
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稽查队执法人员对李某
夫妻销售劣质口罩一案进行了查处，涉案
N95口罩1万只，价值6万元，目前该案已
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1月 23日，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要求，餐饮单位必须立即取消春节期间聚
会聚餐活动，消费者预交的订金必须无条
件退还。但少数餐饮单位不愿退还订金，
称可以在疫情过后就餐消费。越佰建和所
里同事对餐饮经营者做了大量思想工作，
最终使近万桌会餐订金退还。

近段时间以来，越佰建对刚刚复工的
小吃店不放心，每天早上他就戴上口罩出

门巡查，对店主及消费者不按照操作流程
执行的行为进行现场督导。3月5日，在民
权县科研路一家小吃店，他在巡查时发现
排队买早点的群众间隔距离不够 1.5 米，
他就婉言规劝客户做好自我防护。3月 10
日，在秋水路一早点摊，他发现排队的消费
者有人没有戴口罩，他就劝那些消费者回
家佩戴口罩后再出门。3月11日午间，在博
爱路巡查时，他发现一水饺馆店内有聚餐
现象，他带领执法人员对此行为进行制止。

在越佰建的带领下，民权县市场监管
局绿洲所疫情防控工作受到了上级业务部
门的高度肯定，他所指导东方超市实施的
疫情防控措施的举措被市电视台做了报
道，县电视台连续做了两期专题宣传。

“疫”线坚守呵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史久爱

时值春分，万物复苏。3月份是民权县
双塔镇的芦笋种植户心情愉悦的时节，因为
他们迎来了一年中芦笋的首次收割上市。

3月 18日上午，记者在双塔镇芦笋产
业园看到，一排排芦笋大棚整齐排列，在
明媚春日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大棚内刚浇
过水的土壤上芦笋或高或矮，根根挺拔，
嫩绿喜人。

62岁的牛牧岗村贫困户赵玉彬正用剪
刀采收芦笋。他从2017年开始种植芦笋到
现在已有4个年头，一共种植了3个大棚。

谈起芦笋的效益，赵玉彬说，今年估
计收成还不错。尽管今春受疫情影响，芦
笋价格比去年同期每市斤低了 2元多，去
年这个时候的春笋每斤能卖七八元，最高
时每斤能卖到十七八元，但是即使这样也
比种植其他庄稼强得多。算下来，一个棚
的芦笋至少也能卖1万多元。

即使戴着口罩，记者仍能感受到赵玉
彬脸上的笑意。他说：“芦笋长得品质

好，才能卖上好价钱。现在村里的贫困户
们都有自己的芦笋大棚，每到采收时节，
天天都有收入，忙是忙些，但不觉得累，
因为大家感到生活有奔头了！”

跟以前相比，赵玉彬像变了个人似
的，天天干劲十足。每天早晚他都到自己
家的大棚里管理和采收芦笋。在双塔镇像
赵玉彬这样的村民还有很多。眼下正值芦

笋的采收时节，村民们纷纷带上工具进园
区采收，有的甚至全家老小齐上阵。村民
们把收下来的芦笋送到扶贫车间，外地客
户在此统一收购。贫困户足不出村就把芦
笋变成了钱。

在芦笋收购点，该镇芦笋技术员张传
香介绍说：“芦笋一次播种多年收益，每
亩产量两三千斤。3月至5月底收割的芦笋
叫春笋，品质最好，价格也高，眼下每斤
芦笋就能卖到 5元左右。6月份不再收割
芦笋芽，就是为了让它的秧子长大后进
行光合作用，给根部提供更多的营养，
以便夏笋还能长得更加粗壮、口感也更
好。7月、8月、9月收割的芦笋芽就叫夏
笋。”

据该镇党委书记葛运刚介绍，双塔镇
依托独特的土地自然条件和交通地理优
势，大面积发展芦笋种植产业，如今芦笋
已成为本镇的重要支柱产业，不少贫困村
民依靠芦笋种植实现了脱贫致富。他们镇
根据情况变化，每年都会出台优惠政策以
促进芦笋产业的发展。他们还专门为芦笋
注册了“双塔亿韵”品牌。此外，我们还
有固定的销售渠道，镇里跟江苏、山东等
地都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待芦笋采收
时，收购商就派专人前来，驻扎在种植园
区里统一收购。

芦笋尖尖角 托起致富梦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贾丙西

3月17日，春光明媚，和风送暖。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任庄村内春意盎然，杏花吐芳，杨柳鹅黄，在黄河
故道腹地上展现了一幅美丽乡村画卷。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3月18日，民权县龙塘镇巧绵服饰有限公司的员
工在赶制订单。该公司自3月2日复工复产以来，一
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目前正加班加点把疫情耽误
的时间补过来。朱光伟 摄

3月18日，民权县民生河水系综合治理工程正在加紧
施工。据悉，该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做好民
生项目等重点工程的复工建设工作。目前，省市重点项
目已全部开工。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民权县双塔镇牛牧岗村贫困户赵玉彬在大棚里采收芦笋。贾丙西 摄

本报讯（张增峰） 3月 18日，笔者从民权县高新区获悉，
“中国·民权制冷产业指数”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平台发布。指数显示：2019年民权制冷产品价格指数周期性初
步显现，总体保持上升趋势，高于2018年水平。

据悉，目前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平台发布制冷
产品价格指数报告的仅有民权1家。这说明“中国·民权制冷
产业指数”已成为目前国内较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制冷产业指
数。该指数于2018年10月28日正式发布，它将民权制冷产业
和大数据有机结合，通过数字化、科学化、智能化的数据信息
监测，实时了解民权制冷产业发展状况和变动趋势。

“中国·民权制冷产业指数”包括产品价格指数、技术创
新指数、质效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和智能化指数5大指数
体系。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民权制冷产业指数”
的发布和持续运行，使民权在国内外制冷行业获得了定价权和
话语权，为社会各界了解民权制冷产业发展情况提供一个全新
的视角，同时填补了我国制冷产业领域指数体系的空白，使公
众能够及时、直观地了解制冷产业情况。

民权制冷产业指数成为
全国制冷产品价格“晴雨表”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耿祥舒）“县人社局的同志服
务真周到，到厂里发放优惠政策告知单，宣讲养老、工伤、失业等

‘减、免、缓、返’惠企政策，询问我们在用工方面还有啥困难，真
让人感到暖心！”3月 18日，民权高新区河南嘉祥袋业有限公司
的副总经理黄正和对该县人社部门的“暖企”举措感激不已。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疫情防控期间实际困难，积极提供人
社政策指导与支持，扶持企业尽快达产达能。连日来，该县人社
局领导带领局属相关机构负责人深入到国家电网民权供电公
司、香雪海电器、澳柯玛冷藏车、嘉祥袋业等 11家企业，开展了

“送政策、稳就业”专项服务活动，了解企业复工复产政策需求，
有针对性地宣讲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有关人社优惠政策。

专项服务活动期间，该局工作人员进企业产品展厅、深入
生产车间，通过与企业负责人交谈，全面了解企业在劳动关系、
社会保险、技能培训等方面的真实情况。每到一处，他们都积极
发放优惠政策告知单，主动宣讲养老、工伤、失业等人社惠企政
策。对企业提出的问题，能立即解决的当场给予明确答复，对于
涉及其他部门问题，承诺加强协调对接，限时予以解决。

据统计，该局此次专项活动共印制发放人社优惠政策告知
单 800余份，征求企业意见 6条，为澳柯玛冷藏车、中山建
泰、鄂中肥业等6家企业送上援企稳岗资金补贴43.67万元。

县人社局

暖企政策为复工“春风送暖”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马文生）“感谢县统战部给我
们送来口罩和酒精，让我们复工复产有了保障。”3月17日，民权
县高新区的河南科农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先东感动地说。

据悉，该县县委统战部从机关抽调6名党员干部分别深入
科农食品、双龙粉业、嘉祥袋业、铭远食品等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措施落实、防控物资储
备等情况，以及企业复工复产后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企业共
同商量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工作对策。当得知河南科农食
品公司、铭远清真食品公司、嘉祥袋业等企业存在防疫物资短
缺困难时，就积极与工商联会员企业东方超市对接，东方超市
迅速联系货源，为嘉祥袋业、河南科农、铭远清真食品供应医
用口罩 2000只，医用酒精 300公斤，消毒液 29箱，全力保障
疫情防护物资的供给，解决了企业复工实际需求。

与此同时，该县县委统战部还联合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呼吸内科专家深入企业宣讲疫情防控知识。截至目前，他们已
累计指导疫情防控企业5家，举办疫情防控知识宣传讲座11场
次，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手册1000多份。

县委统战部

凝聚帮扶合力 实施精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