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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进店买药的人是
不是都做到了扫码、戴口罩？”5
月 19日，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俊杰先自行扫码进入一家药
店，向店员了解戴口罩、扫码情
况。5月 17日、18日连续两天，
王俊杰带着相关部门负责人深
入社区乡镇，对新郑市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规范戴口罩和使用

场所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小
门店关系大民生，在特殊时期，
人大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和监
督协助作用，确保《郑州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佩戴
口罩和使用场所码的决定》不折
不扣落实，形成共筑防线战胜疫
情的强大合力。”

5月 13日，郑州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决定》，《决定》要求机
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各
类公共场所、经营场所、住宅小
区、建筑工地、地铁、公交车、出
租车（网约车）等的管理者、经
营者，应当主动申领并在醒目位
置张贴悬挂“场所码”，做到“一

门一码”“一店一码”“一场所一
码”，并严格落实扫码登记相关
规定，安排人员负责查验，做到
逢进必扫。

为进一步筑牢“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防线，5月17日，新郑市
人大分为 6组深入辖区内沿街商
铺、工厂、企业等重点场所，对“场
所码”设置张贴、人员进出扫码、

验码、规范戴口罩等日常疫情防
控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对发现的
“场所码”张贴使用不规范问题，
现场指导整改，并提醒群众先
“扫”后“亮”，要求商户做到“逢进
必扫、逢扫必验，不漏一人”，切实
使“场所码”成为助力疫情防控的
“神兵利器”。
记者 杨宜锦

新郑市农村（社区）党组织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每
名党员联系8~10户群众，并逐步
延伸覆盖辖区商户、租户，引导
群众自觉落实防控各项措施。
目前全市 1.2万名党员共联系群
众 11.4万户。郭店镇、新华路街
道及时传达疫情防控要求，在核

酸检测中，确保做到应检尽检、
不漏一人。

城关乡、梨河镇广大党员联
合三级网格员宣传防疫政策，织
密织牢疫情防控网。观音寺镇、
和庄镇各党支部建立党员微信群
和联系户微信群，营造人人参与、
人人落实的浓厚氛围。

本报讯“同志们，疫情出现
反复，我们要设立学院路交通查
验站，对进入新郑的人员和车辆
进行检查，大家有没有信心、决心
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
“有！”4月1日清晨6点30分，一
场紧急会议在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新郑分局召开。局属各单位迅速
行动起来，抽调人员、布置卡口、
成立临时党支部……由党组书
记、局长陶永伟担任总指挥，5名
科级领导担任组长，45名党员干

部组成的先锋队投入工作。
“您好，请扫健康码，出示

一下您的行程码及核酸证明。”
“您好，请您戴好口罩，测量下
体温。”……扫码、测温、登记、
引导交通，面对不可预知的危
险，新郑分局的值守人员没有
丝毫懈怠。

气温多变，白天还是烈日炎
炎，晚上却寒风刺骨，吃住都在简
陋的活动板房，没有一个人抱怨、
退缩。陶永伟每天调度工作，及时

发布最新政策要求，凌晨两三点不
能休息已成常态；5名科级干部和
工作人员吃住在卡口，参与查验工
作……面对个别不愿配合的司乘
人员，他们耐心讲解政策，从未和
群众发生过任何冲突。

从 4月 1日到 5月 10日，40
个日日夜夜，新郑分局50名党员
干部严管细查，共查验车辆 3.5
万辆、司乘人员5.3万人次，圆满
完成了交通查验站各项任务。
记者 杨宜锦

市委宣传部机关支部
用“脚步丈量”战疫情
守“为人民服务”初心

5月 5日，新郑市委宣传部
机关支部立即启动工作人员下
沉疫情防控卡点工作机制，全天
24小时值守。

“咱小区住了有多少户多少
人？年龄大的有多少？有没有
行动不方便的？现在大家都有
什么困难？”带着这些疑问，卡点
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了解情况，重
点关注老年人数量、家庭状况、
身体健康状况、分布单元和楼
层，及时提供带班领导和值班人
员的电话联系方式，并张贴在社
区门口和单元门口处，在面临突
发状况时为特殊人群及时提供
帮助。他们践行“用脚步丈量工
作法”，防的是疫情，守的是为人
民服务的初心。

市消防救援队
防疫卡口履职尽责
彰显忠诚本色

本轮疫情管控升级以来，新
郑市消防救援队按照统一部署，
组织人员到新建路办事处南街
社区卡口上岗执勤。

由于南关菜市场等民生保
障场所密集，周边蔬菜种植户和
人民群众往来更是密集，“火焰
蓝”化身“志愿红”，发扬严谨细
致的工作态度，认真对待来往的

每一名群众，织牢织密疫情防控
网，得到群众好评。

市场监管局
关口前移保稳定
严防输入守卡口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
体班子成员带队分 8组深入各
辖区门店开展督导检查，督促农
贸市场、进口货物和“五小”门店
等服务单位履行主体责任，要求
各单位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五一”以来，共出动执法人
员 860人次，检查餐饮、流通、药
店、农贸市场等 10835家次，下
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71份，整改
到位 71家。140余名干部职工
化身“护卫队”，24小时轮流值
守，对来往车辆查验“两码一
证”，筑牢交通疫情防控网。

市医疗保障局
迅速行动显担当
疫情防控筑屏障

新郑市医疗保障局党组第
一时间抽调精锐力量到新建路
街道办事处轩辕社区报到，会
同社区党支部迅速在盛世嘉园
老区、芙蓉花园、集资楼、服装
产业区 4个无主管楼院设置疫
情防控卡点，在卡点值守中认
真做好扫码、测温、排查和政策
解读等工作。与此同时，在核
酸检测过程中积极协助社区工

作人员……
自开展核酸检测以来，新

郑市医疗保障局一直担负着检
测样品转运的重任，为确保每
一支样品不出现差错，担负转
运任务的医保勇士们穿着厚重
的防护服一丝不苟地进行核
对、押运、交接，任凭汗水从早
流到晚……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帮办代办”
助力“全省通办”

“因为近期疫情反复去不了
驻马店，没想到工作人员几分钟
就帮我解决了，省内异地办理
真的是太方便了！”驻马店某公
司的负责人刘先生着急注销企
业，但因近期疫情无法前往公
司所在地新郑市政务服务中
心，企业帮代办工作人员通过
在线平台申请企业简易注销为
刘先生解决了烦心事。疫情防
控期间，新郑市政务服务中心
“全省通办”窗口，通过推进“标
准统一、异地受理、远程办理、
协同联动”的“全省通办”政务
服务新模式，让“办事不求人，
轻松办成事”成为企业和群众
点赞认可的办事体验。

截至目前，帮办代办工作
人员已为企业提供了免费帮代
办服务 478次，群众满意率高
达 100%。

共筑防线 新郑市督查场所码使用情况

坚持“三个着力”
筑牢疫情防控“红色堡垒”

自新一轮疫情发生以
来，新郑市坚持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群防群控领导小
组“一办三专班”作用，强化
基层基础防控力量，用好党
员联系户、机关干部下沉、
党员先锋队值守等举措，以
实际行动筑牢疫情防控“红
色堡垒”。2022年以来，
全市1.2万名农村（社区）
党员联系群众11.4万户，
抽调616名机关党员干部
值守105个疫情防控服务
点、交通卡点，累计查验车
辆308万余辆、468万余
人次，劝返车辆 3.5 万余
辆、5.4万余人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贾嘉 文/图

新郑市严把入口关，先后在高
速公路、国省干线等设立19个交通
服务查验站，建立“党员先锋岗”，严
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每
名入市人员执行测温扫码，查验“两
码一证”。2022年以来累计查验车
辆308万余辆、468万余人次，劝返
车辆3.5万余辆、5.4万余人次。

新郑市人社局领导班子率先
垂范，党员干部积极配合，坚守大
学南路高速口，用实际行动充分展
现了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新郑

市教育局、负有属地管理责任的8
个乡（镇、街道、管委会）成立党员
先锋队，与高校同步推进25.5万名
在校师生员工的居住地、接触史、
健康状况、行程动向等情况排查。

新郑市立足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抽调7名科级巡察专员、38
名优秀干部，组建 9个大中专院
校疫情防控工作联合督导专班，
先后帮助多个高校解决物资储备
短缺、校医人员不足、临时隔离场
所缺乏等实际问题。

着力农村（社区）党员联系户 守牢疫情防控阵地

着力机关干部下沉无主管楼院 兜牢疫情防控底线

新郑市抽调 616名机关党员
干部迅速下沉至人员密集、流动
性强、缺少管理的无主管楼院，建
立 105个疫情防控服务点，全天
候覆盖主城区所有无主管楼院，
让“无人问津”的防控盲点“有主
可依”。新郑市委组织部党员干
部第一时间下沉无主管楼院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

新郑市融媒体中心深入一线宣
传报道，同时组织50名党员干部下
沉基层参与社区卡点值守。新郑市
应急管理局56名党员干部成立先锋
队下沉4个无主管楼院，配合社区工
作人员开展疫情防控。同时，制定
疫情防控期间安全防范重点事项提
示清单，督促辖区企业做好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双线作战”。

着力党员先锋队坚守卡口 筑牢疫情防控屏障

疫情防控就是集结号
新郑市文明单位战“疫”显风采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新郑战“疫”中扛大旗、走前头，他们或是在维护市场保障稳
定上，或是在转运核酸检测样品中，或是在紧急审批应急项目上，或是在最危险的地方
执勤……他们来自不同行业和单位，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文明号。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疫”线齐心党旗扬 圆满完成40天值守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