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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记者在平坝区鼓楼街道天马村食用菌大
棚种植基地看到，70余名工人在占地200多亩的160多
个大棚里开始了滑子菇菌棒的种植。

□钱凯 记者 陈斌 摄

近日来，普定县黄桶街道开始动员
和鼓励企业、农户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组织开展规模用工，打出防疫抗疫
复工复产两不误的“组合拳”。

在黄桶街道镇远村皮官组，记者看
到，防疫卡点仍然有人在坚守，路上来
往的行人和车辆很少，偶尔有需要外出
劳作和购买农资的车辆通过时，卡点上
的工作人员都会对其进行登记、消毒后
才能放行，每一个步骤都不落下，继续
通过织密防护网，为老百姓筑牢第一道
安全防线。

一边是疫情防控工作有序进行，另
一边是基地劳作生产。在黄桶街道后
寨村，该村香葱基地已接到年后的第一
个订单。

走进香葱基地，这里有20余人在
田地里务工，大家统一戴着口罩，动作
娴熟地挑拣香葱，将香葱上的泥土和黄
叶挑出后，把干净的香葱放在一旁，待
上秤称过以后，工人们就按照4毛钱一

斤的工价现场结算务工工资。
据了解，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来

袭，目前，后寨村850亩的香葱基地，有
15万斤香葱遇到了销售难题。在全省
取消关卡，道路恢复畅通的情况下，后
寨村为村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
提下，积极组织大家返回基地务工，恢
复基地的正常生产。

在大兴村，建设中的兔场已经复
工，工人们有的在平整地面，有的在
搬运材料，整个施工现场井然有序，
再过不久，这个占地8400平方米，拥
有14个兔棚的新兔场就可以投入使
用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大兴兔场饲料保
供正常，饲养人员也正常上班，兔场做
到了不断档、不留空，继续抓好肉兔养
殖和肉兔生产工作。目前，大兴兔场可
出栏24000余只商品兔，由于近期活兔
价格下跌，下一步，兔场也在探索新的
销售方式，让肉兔养殖利益最大化。

走进锦程铝业，机械轰鸣，人员攒
动。该企业总共有85名员工，多数的
外地员工还未返岗，企业就组织本地
20余名员工返岗复工。

疫情防控不松懈，春耕备耕不停
歇，工业加足马力干。当前，黄桶街道

围绕建、规、查、盯、宣“五字工作法”，编
制了一张疫情防控的坚实防护“网”，把
疫情防控责任贯穿到春耕备耕和企业
返岗复工的每一个流程，打出抗疫情助
复工保生产的“组合拳”，吹响了春季开
工集结号。

黄桶街道：

抗疫情 保生产
□杨田 本报记者 鲁开伟 文/图

农户们在香葱基地挑拣香葱农户们在香葱基地挑拣香葱

“各位乡亲，大家不要着急，这是大
家这段时间登记的种子、粮油和一些生
活用品，我念到名字的来我这里领。”
连日来，镇宁自治县江龙镇和谐村热心
青年张杰和张云为了帮村里购买春耕
农资，每天忙个不停。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江龙镇群众
对农资的需求增多，但由于疫情防控工
作需要，镇宁采取了人员流动管理管控
措施，购买春耕物资便成了江龙镇各村
群众的一大难题。对此，江龙镇物资保
障工作组一边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镇

级各种子、化肥经销商出具采购物资交
通往返通行证，一边发动各村年轻劳动
力和村干部主动担任村里农资购买任
务，顺利地完成了辖区内玉米种子、水
稻种子、化肥等农用物资采购需求，保
障了群众春耕备耕工作顺利开展。

据了解，张杰和张云两兄弟在疫情
防控期间担起和谐村农资“跑腿”任务，
主动为村民“代购”物资，村民们的采购
清单也从春耕前的米、油等生活必需品
变成了如今的种子、化肥等春耕生产物
品。而在簸箕村，村干部韦政龙每天都

会统计村民需要采购的物资，接着联系
镇上各大超市、种子店、农技店，为村民
统一配送种子、化肥、蔬菜、大米等。

在疫情防控时期，江龙镇政府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备耕，帮助村民在强
化自生防护的同时，有序开展春耕备耕工
作，有力保障了村民的“菜篮子”“米袋子”。

“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利用春耕备耕的有利时节和群众返乡
的重要契机，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
转化、就近创业、就近就业，坚决打赢这
两场输不起的阻击战、攻坚战。”荣兴村

村支书李秀才介绍，为了不误农时，尽
早准备春耕生产，荣兴村班子成员积极
发动村里的贫困群众参与到村级合作
社的春耕备耕生产中来。

“当前，我们的工作是服务好群众，
确保镇里各村的防疫工作到位，并且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不松劲。”针对疫情防
控和春耕生产，江龙镇镇长李雪平信心
十足地说道，在疫情面前，江龙镇镇村
干部将继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做到思想不乱、精力不散，积极为群
众防疫情，积极为群众备春耕。

江龙镇：

农资保障备春耕
□杨梅 本报记者 陈国平

本报讯（秦华 记者 唐琪）为全面
加强燃气企业防疫工作，确保城区燃气
供应安全，2月17日至18日，西秀区城
市管理局对辖区内各燃气企业站点开
展燃气安全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检查。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了解各
企业疫情防控和燃气供应情况，询问有
关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员工健康状况、
值班人员到岗情况及口罩、手套、消毒
液等防控物资配备状况。同时，要求各

燃气企业对办公场所定时消毒，工作人
员必须测量体温，佩戴好口罩。加强外
来人员和车辆检查消毒力度，并做好登
记管理，减少人员聚集，向用户宣传防
控知识，提高群众防疫能力，确保站点
生产安全、疫情防控措施到位。

据悉，此次共检查百江、百汇、滇黔
桂、云丰燃气企业经营站点5家，各站点
经营户表示一定积极配合工作，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西秀区加强燃气企业疫情防控
及安全生产检查

本报讯（记者 刘念）“大爷，来，
测体温了。”2月 19 日，经开区三合
养老服务中心的护工们逐个对老人
们进行体温测量。这是三合养老服
务中心每天开展的一项常规工作之
一，也是经开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工
作的一个缩影。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经开区养老机构的疫情防控一直作为
民政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市区
两级民政部门的指导下，三合养老服务
中心随即发布“院全封闭管理公告”，建
立起科学、有效的防控工作机制。

“我们中心每天早晚都要消毒，包

括老人、员工在内，早晚要量体温，除向
老人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外，还强化心理
疏导。”三合养老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说。

与此同时，幺铺镇敬老院也启动了
战“疫”管理模式，不仅每天在老人居住
区域以及院落、走廊等公共场所消毒，
还制定了防控应急预案，实施封闭管
理，保护老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了把措施落到实处，区民政局
班子成员分成多个小组，开展明察暗
访，督促落实情况。”经开区民政局负责
人说，这一系列举措得到了老人及家属
们的理解和支持。

经开区筑牢养老机构“防疫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市
场监管部门加大对口罩、酒精等消毒
杀菌用品以及抗病毒药品、重点民生
食品、野生动物交易等市场监管执法，
全力维护市场秩序。

现将查获的第三批典型案件进行
公布，并要求相关经营者务必引以为
戒，严格依法诚信经营。

案件一：2020年2月2日，安顺市
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接消费者
投诉，在对安顺开发区天瑞中兴大药
房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的“一次性
使用口罩”外包装标称生产企业：河南
飘安集团有限公司，生产地址：河南长
垣飘安工业园，生产许可证编号：豫食
药监械生产许20150141号，产品注
册证编号：豫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
2640367 号，无生产日期，规格：20
只/包。当事人行为涉嫌构成销售侵
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
为。目前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拟罚款人民币20万元整。

案件二：2020年2月4日，安顺市
紫云自治县市场监管局接消费者举
报，在对紫云自治县同心大药房猫场
店检查时，发现当事人以8元/瓶的价
格明码标价销售欧佰利酒精消毒液
（规格100ml/瓶）。经查，当事人销售
台账登记的实际销售价格为10元/
瓶。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商品、哄抬价格的违法行
为，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案件三：2020年2月6日，安顺市
镇宁自治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镇
宁自治县步步前超市进行检查时，发
现当事人销售标识为“鸿昌口罩”的白
色棉布口罩和标识为“珍妮”的黑色棉
布口罩，未做到明码标价。当事人行
为涉嫌构成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的价格
违法行为,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案件四：2020年2月8日，安顺市
关岭自治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
关岭自治县永宁镇工农路7号关岭永
宁小郭药店进行检查时，发现当事人
销售的所有药品、医疗器械均未明码
标价。当事人的行为涉嫌构成未按规
定明码标价的违法行为，案件正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案件五：2020年2月8日，安顺市
紫云自治县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对
紫云自治县圣济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检
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的阿莫西林颗
粒及氨麻美敏片未进行明码标价，4
盒叶开泰牌野菊花颗粒已超过有效
期。当事人行为涉嫌构成未明码标价
销售药品、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案件
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案件六：2020年2月9日，安顺市
普定县市场监管局白岩分局执法人员
接举报，在对位于白旗新村的普定县
晓芳干菜店检查时，发现当事人销售
的“甜面酱”已过保质期。当事人行为
涉嫌构成销售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违法
行为，案件正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安顺市市场监管局公布
疫情防控期间第三批违法违规典型案件

本报讯（王媛 记者 王小
欢）“老板，昨天听村干部说，你
这里有种子化肥卖了，我们来看
看。”近日，镇宁自治县募役镇发
恰村村民孙文志、商维刚起了个
大早，赶到镇上的农家乐肥料经
营店，忙着采购春耕用的物资。

切实保障农资物品充足是
春耕生产的基础动力。募役镇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及时部
署，组织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

部、村干部认真排查各村农资需
求情况，协调相关部门持续对各
个销售点农用物资的市场价格、
产品质量、购货途径进行排查，
加大对春耕工作的宣传力度，引
导农户在做好科学防护的同时
进行春耕生产。

据了解，募役镇现有的6家大
小农产品销售点均已开门营业，
化肥、种子、农药、农具、薄膜等农
业生产用品应有尽有，供应充足。

募役镇：

备齐农资不误农时

本报讯（记者 罗野） 2月19日，记
者从安顺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获
悉，目前，安顺市公安局出入境窗口已
逐步有序恢复了部分服务，但前往办理
业务的市民必须进行网上预约或电话
预约，否则不予办理。

据了解，需要办理相关业务的市
民，网上预约可通过微信关注“安顺公
安出入境”的方式进行预约。电话预约
的 市 民 可 通 过 拨 打 ：0851——
33501516（工作时间咨询电话）或
18224694787（非工作时间绿色通道电
话）的方式进行预约。同时，各县区市
民可通过拨打各县区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窗口服务电话，进行相关业务办理预
约。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根据当前疫
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
部署，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仍将暂停受
理、审批、签发内地居民赴香港团队旅
游签注、香港商务签注、澳门团队旅游

签注，恢复时间将另行发布。对暂停办
理期间内地居民持有有效赴港澳地区
旅游签注、赴香港商务签注但未能出行
的人员，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赴港
澳旅游、商务政策恢复后，根据其本人
意愿免费重新办理相同种类和有效期
的对应签注。

在此，安顺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
队也提醒广大市民，按照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到出入境大厅办理业务的市民，
必须佩戴口罩，做好防护措施，配合大
厅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业务
办理完毕后，请尽快离开大厅。在特殊
时期，请尽量推迟出国、出境计划，减少
人员跨境流动，有助于防控疫情，避免
个人损失。如确需出国出境，请详细了
解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对人员出入境方
面的具体规定后，合理安排行程。建议
通过“出入境信息一键通”查询相关国
家或地区对我国公民采取的临时入境
管制措施。

安顺市公安出入境窗口
部分服务逐步恢复

时下正值春耕生产好时节，紫云自
治县坝羊镇山坡上、田地间，勤劳的村
民们又开始忙管忙种了。为不耽误农
时，坝羊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及时安排部署，有序推进春耕生产。
2月14日，记者在坝羊镇大坡村大

坡脚组盖菇种植基地看到，管理员向小
平正打开喷头浇灌田地。去年冬，大坡

村种植盖菇350亩，随着气候的逐渐回
暖，已经开始生长出菌包。

“瞧，这是刚在田里采来的几个盖
菇，香菇味十足！”向小平说，他们元宵
节后，每天都在给盖菇田浇水，现在是
盖菇管护关键时期，需要认真对待。

与大坡村相邻的红院村红院坝区
菜田里，20多位村民戴着口罩，拿着锄
头为甘蓝除草。她们相互间保持着1
米以上的距离，劳作间很少搭讪。

据悉，2019年坝羊镇依托坝区资
源优势，调优产业结构壮大蔬菜产业，
在红院坝区种植甘蓝 630 亩、菜心
1000亩。

“种植的甘蓝成活率较高，长势较
好；由于部分甘蓝种植时没有盖薄膜，
杂草较多，为不影响甘蓝长势，我们元
宵节后就开始组织村民管护了。”坝羊
镇副镇长郭培义如是说。

在坝羊镇新羊村佛手瓜种植地里，
不少村民在挖坑安装水泥杆子，搭建佛
手瓜架。

2019年冬，坝羊镇利用公路沿线
边的坡耕地资源，栽种了1000余亩佛
手瓜，随着天气逐渐回暖，佛手瓜种将
陆续发芽生长，佛手瓜藤系较为发达，
需要搭建藤架。

坝羊镇的蔬菜产业是2019年秋季
开始发展，目前，全镇除甘蓝、菜心、盖
菇、佛手瓜外，还种植有1200亩豌豆，
预计半个月后，就可以采摘豌豆。

“茶叶产业一直是坝羊镇的主导产
业。茶叶采摘前的施肥、除草、修剪等
工序春季前已经完成。”坝羊镇人大主
席王琦说，为做好春耕备耕，春管生产
工作，趁现在还未到春茶采摘期，他们
要完成甘蓝管护，佛手瓜藤架搭建，接
着管护菜心，采摘盖菇、豌豆角。

坝羊镇：

防疫春耕两手抓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红院村村民在菜地除草红院村村民在菜地除草

一手抓抗疫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产

▲

众 志 成 城 抗 疫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