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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本报讯（季 哲）为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宣传部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
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
会议和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
10部门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的通知精
神，河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
办、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
检察院、省公安厅、省税务局、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电视局、
省通信管理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等 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持续深入开
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
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持续深入开
展“打假治敲”专项行动，严厉打
击新闻敲诈、发布虚假新闻等违法
违规活动，重拳整治网络传播平台
和公众账号的非法新闻活动，严肃
查处假新闻单位、假记者站、假记
者等，有效规范网上网下新闻传播
秩序，营造清朗健康的舆论环境，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省委宣传部领导高度重视这次
专项行动，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
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各项工作取
得实效。我省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建立健全组织协调机构，成立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设立工作办公
室，加强组织领导，精心谋划部
署，强化统筹协调，督促检查专项
行动积极有序开展、扎实有效推
进、落地落实落细。二是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做好宣传发动。推动
各地和各有关单位进一步提高认
识，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这项工
作，构建齐抓共管、常态高效的工
作机制。三是加大案件查处力度，
形成有力震慑。要求各部门结合监管
情况和群众举报，加大对新闻敲诈和
假新闻的查处力度，对各类新闻违法
活动和非法新闻活动，依法依规从严
从重处理，并适时曝光典型案例，形
成“打假治敲”的强大声势和舆论氛

围。四是突出工作重点，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严厉打击网
络新闻违法违规活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五是强化源头治理，解决根本问题。要求各新闻单
位、驻豫新闻机构、各类网络传播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对照群众反映强烈的新闻违法违规问题，深入开展自
查自纠，有针对性地制订防范和整改措施，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从源头遏制新闻采
编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拨打以下举报电话，有针对性
地进行举报投诉，提供案件线索，积极营造群防群治、人
人参与的良好环境。

省委宣传部 （省“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工作办公
室）：0371—61680129 61680118

省委网信办：0371—65905405
省“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0371—

65903643
省高级人民法院：0371—65762711
省人民检察院：0371—66788387
省公安厅：0371—65882901
省税务局：0371—5698753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0371—61512315
省广播电视局：0371—65889133
省通信管理局：0371—65795120
省新闻工作者协会：0371—616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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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知识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门最新修
订形成了《公众和重点职业人群戴口罩指
引（2021年8月版）》和《重点场所重点
单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
关防护指南（2021年8月版）》。

其中，对于公众的健康防护有哪些最
新注意事项？一起来关注！

公众戴口罩有什么最新要求？

对普通公众来说，除了在密闭场所需
要戴口罩外，当处于人员密集的露天广
场、剧场和公园等室外场所时，也需要佩
戴口罩。另外，我们建议公众家里日常备
用一些高级别口罩，当家人出现了鼻咽不
适、咳嗽、打喷嚏和发热等症状，到医院
就诊的时候，佩戴更高级别的口罩，保护
自己、保护他人，全面防范传播风险。

公众日常佩戴口罩有什么注意

事项？

口罩的正确使用、储存和清洁是保持
其有效性的关键。

公众日常要注意以下事项：一是正确
佩戴口罩，确保口罩盖住口鼻和下巴，鼻
夹要压实；二是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
坏、异味时需及时更换，每个口罩累计佩
戴时间不超过8小时；三是在跨地区公共
交通工具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罩
不建议重复使用；四是需重复使用的口罩
在不使用时宜悬挂于清洁、干燥、通风
处；五是戴口罩期间如出现憋闷、气短等
不适，应立即前往空旷通风处摘除口罩；
六是外出要携带备用口罩，存放在原包装
袋或干净的存放袋中，避免挤压变形，废

弃口罩归为其他垃圾处理。

公众居家生活需要提高防护措

施等级吗？

公众的防护措施等级要求没有变化。
但是公众要继续强化第一健康责任人意
识，居家时加强通风换气，做好清洁消
毒，注意个人卫生，有症状时及时就医；
外出时，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强手
卫生，保持安全距离，减少前往人员密集
的场所，减少参加聚会、聚餐等活动。

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出了哪

些新的防护要求？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高风险人群，主
要对养老机构和居家的老人两个方面来提

出防护要求。
对于养老机构：一是入口处对工作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对探视人员进行体温检
测、核验健康码并进行登记，体温正常者
方可进入。二是封闭管理期间，不允许探
访。非封闭管理期间允许探访的，控制探
访人员数量、活动区域和探访频次，必要
时可实行预约管理。

对于居家的老人：一是外出时做好个
人防护，戴好口罩，有慢性肺病、心脏病的
老年人应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戴口罩。二
是避免前往人员聚集、空间密闭的场所，如
棋牌室（麻将馆）等。（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关于新修订的防护指南，公众特别注意篇来啦

全市各级人大代表：
当前，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处在关键时期。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要求，发挥
好人大代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商丘市人大常
委会向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发出如下倡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党的决策部署。各级人
大代表要充分认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风险意识，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首位，坚决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的要
求，切实履行职责，增强代表意识，体现代表担当，主动
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各项工作，积极推动全市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克时艰。

二、牢记职责使命，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各级人

大代表要牢记职责使命，积极担当作为，带头配合党委、
政府做好疫苗接种、核酸检测、流行病调查、人员摸排、
封闭管理、防控救助、物资供应和储备等相关防控工作。
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群众、紧密联系人民
群众的优势，带头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严格落实报告制
度，非必要不离商、不外出；带头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不传播任何不实信息；带头做到不扎堆、不聚集，为群众
作出表率。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消除
恐慌心理，确保社会大局的稳定。

三、立足岗位优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各级人
大代表要做到党有号召、我有行动，立足岗位模范履职尽
责，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优势，积极投身到疫情防
控工作中去，以实际行动体现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机关
中的人大代表要严格按照党委要求，忠诚履职、岗位尽

责，统筹做好全市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医
疗卫生行业的人大代表要发挥专业优势做好防控知识的宣
传、患者的救治和防控力量的组织；企业中的人大代表要
做好表率，模范执行疫情防控要求，协助做好企业员工思
想工作，支持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和保障工作；
乡村、社区的人大代表要带头并动员家人亲友邻居加强自
我防护，积极宣传防控知识，及时疏导民情民意，配合当
地党委、政府做好释疑解惑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为实现省委、市委提出的尽快把疫情
圈住封死扑灭这一目标贡献人大力量！

2021年8月16日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

关于号召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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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空气质量考核支偿情况统计表

连日来，在永城市各个核酸检测采样
点里，“红”“白”“蓝”等各色身影迅速
集结，秉承着“学党史、守初心、担使
命”的工作理念，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协力护航核酸检测。

兢兢业业“袖标红”

有一群佩戴红色袖标的“逆行者”，
他们不分昼夜奋战在战“疫”一线，坚
守在防控工作站前，热心服务于家家户
户中，他们就是普通而不平凡的基层一
线工作人员。他们不辞辛苦到辖区各户
走访调查，白加黑、“五加二”是工作常
态。

近期以来，在全员核酸检测通知下发
后，永城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立即投入战
斗，细化分工、布置采样点、线上线下双
向宣传动员群众扫码预约，争取以最短时
间完成保障工作。各乡（镇、街道）根据
实际情况科学设置了众多采样点，一个个

“红袖标”穿梭其中，帮助群众进行核酸
检测扫码预约和答疑解惑，并引导群众坚
持正确佩戴口罩、保持“一米线”安全距
离，衣衫湿透也无暇顾及。

无私奉献“志愿红”

在永城市日月湖街道核酸检测采样现
场，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成为一道亮丽风
景，辖区内党员、大学生、教师等积极响
应，向村（居）委会报名，主动请缨加入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他们不怕苦、不怕
累，认真细致做好每项工作，一边向排队
的群众解释说明进行第二轮核酸检测的必
要性，一边担任“引导员”，引导村
（居）民10人一组进行排队，并带领他们
前往指定地点进行采样，确保检测数据与
被检人员一一对应。采样现场井然有序，
村（居） 民按照指引，扫码预约，保持

“一米线”距离，听从医护人员指引顺利
完成采样工作。

无畏向险“天使白”

“请张开嘴巴，发出‘啊’的声音。”
防护服、口罩、面罩、手套……当医护人
员做好全套的防护措施后，他们就组成了
无畏向险的“白衣军团”。

在高温天气下，医护人员没有抱怨、
没有推诿、没有逃避，心中只有一个目
标：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多的采样。只要
穿上防护服，他们能多坚持一分钟都不会
轻易说换班，顾不上吃饭，甚至不敢喝
水，在炎热天气与高强度工作之下，防护
服内湿透的衣物，被汗水泡得发白发皱的
双手，已成为他们的“标配”。

忠于职守“守护蓝”

“大家 10 人一组排好队，每人间隔
一米。”日月湖派出所民警一早便按照分
工到达核酸检测采样点，这句话不知道
重复了多少次，嗓音已有些许沙哑。

他们身着蓝色警服，在现场协助做好
秩序维护、人员引导等各项工作，哪里缺
人手就立即支援哪里。高温烈日下屹立的

“警服蓝”，成为群众放心安心的“防疫
墙”，他们用忠诚担当，助力筑牢疫情防
控安全屏障。

据了解，截至 8月 14日 10时，永城
市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
95.56 万人，已出核酸检验结果 95.56 万
份，结果均为阴性，当日上午，永城市就
立即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8月16
日上午，永城市已启动了第四轮全员核酸
检测。

抗疫仍在继续，胜利终将到来。永
城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医护人员、公
安民警、志愿者并肩作战，“袖标红”

“志愿红”“天使白”“守护蓝”加速与时
间赛跑，协力与病毒较量，汇聚起全员
战“疫”的强大力量，绘出最美战

“疫”图。

“红白蓝”绘出最美战“疫”图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孙海峰

本报讯（记者 司鹤欣）连
日来，每天有1万多个电话涌入
商丘市“12345”，使得原有话务
班组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大量群
众来电不能及时打通。

“主任，我是绿码！暂停产
假，申请出战，望批准！”8月
15 日，该热线工作人员田娟在
休产假期间申请出战，与丈夫王
亚博一起奋战在话务一线上。

1993 年出生的王亚博是一
名有着7年党龄的党员，担任市
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党支
部纪律检查委员，现为热线督办
组负责人。疫情来袭之前，他的
主要工作是到各处疑难、延时工
单现场，协调相关职能单位进行
督办，同时也负责该热线一些新
闻稿件、文字材料的撰写。“看
到话务量激增导致不少市民打不
进来电话，我主动请战到话务中
心参与排班，并带领督导组全体
党员下沉到话务一线。疫情防控
期间，关于疫情相关的咨询、投
诉增多，市民对有关政策不了
解、存疑问，或者遇到难题，我
们多接听一些电话就能解决多一

些群众的燃眉之急。”
田娟从 2017 年起在该热线

工作，最初是在话务中心坐席接
听群众来电，后因患上美尼尔综
合征听力下降转岗到调度室。今
年 6 月 27 日，田娟产下二胎宝
宝，现在还在休产假。“我做过
热线话务员，作为老话务员，看
到工作群里大家这么辛苦，我也
没想太多就毫不犹豫地申请出
战。”田娟说。于是她在 8月 15
日当即向该热线负责人王文成提
出了暂停休产假、支援到话务岗
位上的意愿。

王亚博和田娟的大女儿不到
3岁、二女儿刚满50天，两个孩
子正是离不开母亲照料的时候。
经研究后，该热线批准田娟参与
到当前工作中，采用新上的远程
坐席系统，居家从事接听热线电
话、调度派单工作。“我刚到

‘12345’时从事的就是话务工
作，今天在家调试了系统并专门
熟悉了知识库里相关疫情防控最
新政策等，可以说重新回到岗位
上完全没有问题！”谈起工作，
田娟自信满满地说。

市12345马上办便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王亚博、田娟

话务坐席上并肩战“疫”的“夫妻档”

8 月 16 日，商
丘市餐饮行业协会
的爱心企业家代表
来到商丘日报社，
为奋战在抗疫宣传
阵地的记者、编辑
捐赠爱心物资，为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贡献企业力
量。
本报记者 邢 栋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 8月 16日，记者从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防止疫情防控期间农产
品价格异常，该局主动担当作为，强化举措，全
力保障我市蔬菜、畜产品等农产品供应稳定。

盯紧“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该局切实摸
清底数，全力抓好重要农产品稳定生产，防止出
现买难和断档，做好化肥、农药、兽药、饲料等
农资调剂调运，确保农业生产秩序稳定、农副产
品供应充足。截至目前，我市各类蔬菜在田面积
112万亩，日供蔬菜千吨以上，蔬菜生产情况正
常，供应价格较为平稳。落实农产品运输“绿色

通道”政策。加快办理鲜活农产品运输通行证，
立即排查乡村公路通行情况，畅通物资下乡进村
和产品进城进厂通道。抓好当前秋作物田间管
理。持续绷紧农业防灾减灾这根弦，继续做好包
县包乡技术服务指导，狠抓秋粮田关键措施落
实，守牢稳产保供底线。强化重大动物疫情监测
防控。对涉疫地区养殖场所严格人员管控，严格
落实养殖场及周边环境消毒措施，坚持分县包村
包场动物疫情排查制度，统筹抓好高致病性禽流
感等主要人畜共患病监测，守住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安全线”。

市农业农村局强化举措

全力保障我市农产品供应稳定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记者 李娅飞） 8月 16日下午，我市组织收听收
看全国、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吴祖明在商丘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就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精神提出具体要求。

吴祖明强调，各县（市、区）、各相关单位要深入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精神，以对人民群
众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各项
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我市安全生产领域
特点，按照“七抓七防”要求，进一步做好任务分解，明确
责任、细化任务，推动各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要坚持零报
告、日报告制度，查漏补缺，深入查找和剖析问题原因，抓
好问题的整改落实。要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统筹抓
好企业安全生产，强化重点环节隐患排查和安全防范，有效
保障复工复产、满工满产安全运行。要持续加强专职队伍建
设，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把安全防范工作各项举措落到
实处，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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