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在父母眼中，她是一个娇惯的独生

女；在同事眼中，她是一个柔弱的姑娘；
面对疫情，她是穿上“战袍”与病毒抗战
的战士……她就是漯河医专三附院护士王
琼。日前，记者采访了王琼，听她讲述抗
疫故事。

“我要去！”2月15日，在接到自愿
报名参加援鄂医疗队的通知后，王琼第一
时间积极报名参加。“祖国母亲有难，我
未成家、少牵挂，舍我其谁？”出生于
1995年的王琼坚定地说。在前往武汉的途
中，王琼默默许下这样的心愿：不畏艰
险，不畏生死，绝不给医院丢脸，保证圆
满完成任务！

经过培训，王琼被分配到江汉方舱医
院，负责救护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在学习
了舱内工作流程后，她快速进入工作状
态。她每天都会严格按照流程穿脱隔离衣

和防护服、洗手、处理医嘱、发放药品
等。为了节约防护服，她上班前尽量不喝
水，上班期间不去厕所。

“在进入方舱前，我既激动又担
忧，激动的是终于可以学以致用，担忧
的是自己能否做到安全防护。不过，在
踏入工作岗位那一刻，所有的顾虑都烟
消云散。”王琼回忆，她在武汉第一次值
班被安排在晚上8点到凌晨2点。进入病
区不到五分钟，护目镜上就雾气朦胧，
眼睛看不到血管；戴着双层手套，手也
摸不着血管，一切都是凭感觉，一会儿
工夫全身湿透，汗水顺着脖子、后背往
下流，呼吸也不顺畅。但看着一个个患
者，她迅速调整状态，全身心投入紧张
的工作。她始终笑呵呵的，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去守护患者。值班结束，她的额
头上、鼻子上、脸颊上都留下深深的勒
痕，腿部也肿胀得厉害，但是看见治愈

出院的病人被接走，看见病人对她竖起
大拇指，她都会默默说一句：值了！王
琼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工作中，王琼吃苦耐劳，有活儿总是
抢着干。一进方舱，她就像陀螺一样忙个
不停。面对烦躁、不配合的患者，她不厌
其烦地劝说；面对胃口不好的患者、情绪
异常的患者，她耐心开导。她是患者的护
工，是患者的朋友，还是患者的心理咨询
师。

作为疫区护士，遇到突发状况，王琼
从不推诿，总是高质量完成任务。有一天
晚上，王琼接到命令——第二天早上给舱
内的病人采集咽拭子。“采集咽拭子需要

和被采集者近距离接触。在采样时，接连
有几位患者都尽量不咳嗽，等采集结束才
咳嗽起来。采集完咽拭子，他们向我鞠躬
致谢。”王琼说，那一刻，她落泪了，感
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就这样，
在大家的配合下，她高标准完成了病人的
咽拭子标本采集任务。

战“疫”期间，由于表现出色，王
琼 火 线 入 党 。 在 疫 情 防 控 的 关 键 时
刻，她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王琼说，今
后，她将继续用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勇往直前，让自己配得上胸前
闪耀的党徽。

王琼：面对疫情 勇往直前

要 闻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金 星 校对：吴岩霞2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近日，源汇区人防办组织
人员对辖区内人防工程进行安全
排查。 葛红磊

●日前，源汇区顺河街街道

建西社区开展2021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宣传工
作。

梁三阁

简 讯

■本报记者 陶小敏
1988 年，年仅 18 岁的黄红永没有想

到，他学做厨师的决定将改变自己的人
生——厨艺在此后的 30 多年成为他安身
立命的看家本领。漯河烹饪大师、河南烹
饪大师、河南省豫菜品牌大赛金奖、“中
国豫菜百杰”、漯河市五一劳动奖章、河
南省传统宴席特别金奖、国家高级烹饪大
师、高级营养师……一项项荣誉都是对黄
红永厨艺的肯定。

“干一行爱一行，要干就干一辈
子。”这是黄红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
话。

1988年，辍学在家的黄红永在家人的
鼓励下跟随烹饪大师刘连章学习厨艺。

“谁饿着厨师都不会饿着。”当年，“饿不
着”是他选择厨师这个职业最朴素的想
法。年轻的黄红永进入永安饭店（郾城大
酒店前身），从一名学徒干起，刷碗、扫
地、端菜……什么都要干。几天下来，很
多学徒打起退堂鼓，但黄红永却在思考自
己什么时候能掂勺当大厨。别人怕干活，
他却希望别人多让他干活，只为学到真本
事。

既勤学又能吃苦的黄红永很快在同一
批学厨艺的人中拔尖，逐渐独立掌勺，成
为一名厨师。“人家会的我必须会，人家
不会的我也得知道。”从那时候起，黄红
永便给自己提了要求。

黄红永介绍，一道菜好不好，可从

色、香、味几个方面综合判定。“做菜讲
究恰到好处，这对厨师的功力和经验有
很高的要求。”黄红永用醋熘绿豆芽这
道菜向记者说明。他表示，醋熘绿豆芽
最能体现一名厨师的基本功，一般先用
大火翻炒葱、姜、蒜丝，然后加入绿豆
芽炒至透亮，加入白醋，先放糖后放
盐，盐放进去时就该装盘出锅了。“豆
芽不能出水，出锅时得是脆的，掉地上
能摔成两半。”黄红永介绍，厨师的手
艺咋样，一伸手、一亮活，就啥都清楚
了。

处处留心皆学问。不管到哪儿，黄红
永吃到好吃的，总要向厨师讨教一二。遇
到好食材，他也会记下来，想办法买回
去。做菜时，他非常认真。他研制了一道
新菜——金银鱼片，因为制作的鱼片上有
白色的小点点，他就一直研究如何让白点

消失，呈现真正的金色。经过反复实验，
最终，他发现了用干淀粉替代湿淀粉能解
决白点的问题。

追求卓越的黄红永靠着精湛的厨艺，
为漯河餐饮业赢回了无数荣誉，也改变了
个人的命运。他不再是那个只求填饱肚子
的少年。凭着自己的本事，他带领全家过
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在收获个人幸福的同时，黄红永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他响应市
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号召，积极为下岗工
人、贫困户、农民工进行厨艺培训，帮助
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我获得的这些荣誉是国家对咱的肯
定。”黄红永表示，他十分热爱厨师这个
行业，会一直干下去。“不管做什么事，
关键得坚持。要干就干一辈子。”黄红永
说。

黄红永：要干就干一辈子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

步注入活力。正是依靠敬业奉献，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敬业乐业的民
族，必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民族；缺乏敬业精神的社会，难免被人诟病和轻蔑。

黄红永就是我市众多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代表之一。

“以前天大的事很少有人管，现在大
事小事争着管，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
事、揪心事越来越少，脸上的笑容越来越
多。”说起新变化，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
马路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勇杰感慨地对记
者说，他们围绕“党建+服务”的工作思
路，积极探索“民呼我应 96771”工作
法，打开了服务群众的幸福之门。

“居民之间都是家长里短的事，多跑
腿、多动嘴，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在马路街社区，辖区有多少空巢老人、伤
残家庭、优抚住户，马路街社区居委会主
任李亚辉心里门儿清。

辖区开发大厦有一名独居的 92 岁老
人姜春凤。每年过生日，李亚辉都会提着

蛋糕带着居委会工作人员为老人祝寿。李
亚辉说，时间长了，老人和居委会的工作
人员相处得就像一家人一样。

“像姜春凤这样的空巢老人，在马路
街街道还有很多。”张勇杰告诉记者，为
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100 米”，他们
探索实施“民呼我应96771”工作法，首
先是当好走访员，对空巢、伤残、特扶、
优抚等家庭以及困难党员、工商业户、乡
贤能人、重点人员、辖区单位“9必访”。
除了走访员的“9必访”，他们还当好信息
员，对设施损坏、环境污染、房屋租赁、
违章建筑、出行困难、风险隐患“6 必
报”；当好服务员，对突发事件、邻里纠
纷、群众诉求、就业帮扶、协商议事、志

愿服务、网格巡查“7 必到”；当好志愿
者，建立红色党员队、蓝色平安队、金色
童年队、绿色环保队、橙色文化队、白色
医疗队、银色夕阳队。

96771，一条热线电话连万家。“如
今，在马路街辖区，这个电话的知晓率达
90%以上。”马路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
会君告诉记者，一条热线让居民有话直
说，让热线成了办民事线、解民需线、暖
民心线，实现了“民有所呼，我必有
应”，强化了“智慧党建+管理+服务”的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现在，辖区有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士
加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仅志愿者队
伍就有 48 支 2600 余人。”张勇杰对记者

说，依托96771工作法，他们将管理和服
务延伸到社区每个角落，构建了“组织全
覆盖、管理精细化、服务全方位”的区域
化党建工作格局。

“96771”这组数字已成为马路街街
道5个社区3万居民心中的幸福密码。漯
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社区管理要坚持
党建引领，用好、用活党员‘双报到’机
制，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发挥志愿者服务作
用，推进社区网格化管理，组织群众、宣
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赢得人民群众的
满意。”

转自《经济日报》

河南漯河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100米”

10月14日至16日，市委网信
办举办全市网络舆情引导和应急
处置专题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为期 3 天，共安
排五场讲座和一场现场教学。省
互联网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章大
勇、深圳中泓舆情研究院副院长
罗君、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王海燕等业内专家，围绕
网络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应对、网

络传播规律、网络舆情分析研
判、应急处置和网络舆论引导等
内容，讲授了网络舆论引导和应
急处置工作相关专业知识。全市
各县区、市直有关单位、漯河职
业技术学院、漯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及市属新闻网站负责网络舆
情工作的70名学员参加了此次培
训。

韩中玉

我市举办网络舆情引导
和应急处置培训班

10月19日，郾城区在黄河广场集中开展社会治安“大宣传、大走
访、大化解、大防控”活动，扩大平安建设宣传工作的覆盖面。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上接1版）
支持漯河市建设知识产权强市。指

导漯河市落实知识产权激励政策，创建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城市。支持漯河
创建中国（漯河）食品产业快速维权中
心。优先支持漯河市各类市场主体参评
中国专利奖、河南省专利奖，支持重点
企业创建国家级、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
业、示范企业。

支持漯河市中国食品名城建设。支
持漯河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鼓励全域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

支持漯河市完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优
先布局省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试点，深入
推进“三链同构”（延伸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打造供应链）工程。

支持漯河市技术支撑能力建设。
把漯河检验检测产业园纳入国家 （河
南） 检验检测高新技术服务业集聚区

规划布局。推动漯河市技术机构与省
市场监管局技术机构构建联盟。支持
漯河市建设省级、国家级检验检测中
心或国家重点实验室。

支持漯河市“互联网+监管”体
系建设。围绕全国食品名城特色，支
持漯河市在食品安全领域探索实施

“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支持推进产
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建设，
形成动态预警与常态分析相结合的风
险监测机制，有效处置区域质量安全
风险。

支持漯河市重大项目建设。支持漯
河市实施重点企业倍增工程、“三大改

造”和专业园区建设，开展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行动。支持漯河市食品智能装
备、液压科技、生物医药、装配式建
筑、宠物食品、检验检测等专业园区建
设，促进食品产业与装备、造纸、医
药、盐化工、物流、饲料等产业融合发
展。

支持漯河市开展高端质量人才培育
工程。支持漯河市实施沙澧英才引进计
划，指导培育引进质量领军人才和知识
产权、检验检测高级人才。优先支持漯
河市质量人才参加全国、全省技术交流
培训，优先在漯河市举办市场监管领域
教育培训。支持漯河市在大中型企业推
行首席质量官制度，遴选培育一批制造
业质量标准领军人才。

双方还对我市全力支持市场监管事
业发展以及建立合作机制等协议内容进
行了明确。

十一个领域推进我市高质量发展

（上接1版） 要积极主动参与研
究制定我市“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充分发
挥人大职能作用，积极引导人
大代表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和建
议。要准确把握提高“七种能
力”、增强“八种本领”的目标
要求和方法路径，聚焦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能力、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鲜明主题，与时俱
进抓好人大机关年轻干部队伍
建设。要充分发挥人大在改革
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强化立法

质效、加强改善监督、突出代
表主体，为谱写新时代漯河奋
勇争先、出彩添彩绚丽篇章做
出人大应有的贡献。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娜
通报了有关人事情况。会议还研
究了关于设立市人大常委会基层
立法联系点的相关事宜和 《漯河
市 2021 年度地方立法计划 （草
案）》，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0年
市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
的报告和相关委室外出学习考察
情况的汇报。

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
主任（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以下房地产项目进行审查，已办理预
售许可证，现予以公告（未经授权，不得翻印）。

截至2020年10月19日预售证

漯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告

2020年10月20日

许可证号 项目名称（楼号） 售房单位 售房面积（m2） 房屋坐落
住宅 非住宅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89号 苏荷象湾壹号20号楼 漯河荣正置业有限公司 19780.47 西城区汉江路北侧、王屋山路西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90号 东润翰悦府6号、9号楼 漯河永润置业有限公司 21103.36 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江路与庐山路交叉口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91号 昌建峰璟一期2号、6号楼 漯河融业地产有限公司 16286.8 召陵区解放路与樟江路交叉口东北角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92号 昌建五悦里观璟2号楼 漯河市昌建融江置业有限公司 15042.06 郾城区牡丹江路北侧、凉山路东侧
漯住建售字第20200193号 恒大悦府项目17号楼 漯河御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185.37 西城区汉江路与九龙山路交会处东北角

网上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结果公告

我局于2020年9月14日始发布公告，网上挂牌出让下列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成
交结果公告如下。
宗地编号 位置 面积（m2） 用途 出让年限 成交价（万元） 竞得人
2020-54 源汇区王屋山路东 34043.86 住宅兼容 居住70年 17312 漯河市融创置业

侧、柳江西路北侧 商用 商业40年 有限公司
2020-57 开发区东方红路南 26406.77 工业用地 50年 924.24 河南博略液压科

侧、华电铁路东侧 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0月20日

根据工作需要，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受托，对漯
河市第五高级中学校园物业保洁服务项目进行竞争
性磋商采购，欢迎符合本次项目要求的供应商参加磋
商，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1.采购项目编号：漯采磋商采
购-2020-256号。2.采购项目名称：漯河市第五高级中
学校园物业保洁服务项目。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预算金额：人民币56万元整（供应商最终报价超过采
购预算的为无效报价，其磋商响应无效）。5.采购需求：
负责校园及寝室物业保洁卫生服务工作，配合做好校
园其他工作事项（详细采购需求见磋商文件）。6.合同
履行期限：本项目合同期限为一年。7.本项目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否8.是否接受进口产品：否。

二、申请人资格要求：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满

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落实节能环保、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支持监狱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等政府采
购政策。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①供应商必须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处于正常经营状态且具有
相应的经营范围的供应商。磋商时须提供有效营业
执照或其他组织（登记）证书原件。②如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参加竞争性磋商，磋商时请提交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如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争性磋
商，磋商时请提交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委托授权书原
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1.时间：2020年10月16
日8时至10月22日18时。2.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
易信息网（www.lhjs.cn）。3.方式：凡有意参加本项目
的供应商须在“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完成企
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在线免费下载磋商
文件，成功下载磋商文件方可参加本项目竞争性磋
商。凡未按本公告规定下载磋商文件的，磋商响应无
效。“企业注册和CA数字证书认证办理”请参考漯河

市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下载中心的相关说明。技术
服 务 电 话 ： 0395- 2961908、 13939506901、
13939506152、13939509206。说明：本次招标实行资质
后审，成功下载磋商文件不视为通过资质审查，资质
审查环节在磋商开始时进行。4.售价：0元。

四、1.响应文件提交的磋商时间（提交响应文件截
止时间）：2020年10月29日9时。2.磋商地点（响应文
件接收地点）：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郾城区嫩江
路工商联大厦九楼开标室）。3.响应文件提交方式：网
上提交：供应商应当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通
过互联网使用CA数字证书登录“漯河市政府采购电
子交易系统”，将已加密电子响应文件上传，并确定已
加密响应文件保存上传成功。逾期未完成上传或未
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评审时，
评标委员会以电子响应文件为评审依据，不再提交纸
质响应文件。

五、响应文件的开启时间：同响应文件提交截止
时间。开启地点：同响应文件提交地点。

六、本磋商公告同时在河南省政府采购网、漯河
市政府网、漯河市政府采购网、漯河市公共资源交易
信息网上发布。公告期限为三个工作日。

七、其他补充事宜：无。
八、采购人名称：漯河市第五高级中学
地址：漯河市郾城区淞江路西段
联系人：赵老师
电话：13781712022
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地址：漯河市郾城区黄山路25号
联系人：魏女士
联系电话：0395-3162276
项目联系人：赵老师
联系方式：13781712022
九、其他：本项目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不收取任

何费用。
漯河市政府采购中心 2020年10月15日

竞争性磋商公告注销公告
漯河市百事云升商贸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张

俊勇、胡新节组成，请债权人于

2020年10月20日（公司发布公告

之日，我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9

日发布第二次公告）起60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电话：13939583066

漯河市百事云升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