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放防暑降温饮品和药品，避高温错时工作制……

环卫部门为环卫工人送清凉

烈日下的劳动者

6月 25日，宁陵县逻岗镇穴庄
村的田野里，种植大户王建立正在
给种植的1000多亩冬瓜苗浇水，四
台绞盘式喷灌机就架设在地头日夜
进行浇水作业。“逻岗镇以沙地为
主，当地人叫漏水地，不怕涝，就
怕旱。今年种植的冬瓜，主要面临
的是干旱，目前已经浇了两遍
水。”王建立说，无论如何，也要
保苗，现在一天能浇几十亩地。

连日来，持续高温干旱少雨天
气给秋作物播种出苗带来较大影
响。“我家的花生已经浇过三遍水
了，每次浇地也很快，不用大水漫
灌，都是用喷洒方式喷洒，浇一亩
地也就是几块钱的电费。”逻岗镇
李柿园村的村民李伟对记者说。

抗旱保苗，各种抗旱“神器”
纷纷出战。虞城县站集乡林各村种

粮大户林广富的2000多亩玉米地用
上了自走式喷灌机。“喷灌机臂长
1000米，机械臂下面悬挂着密密麻

麻的喷头，不仅省水，而且喷洒效
果更好，一天可以浇 100 多亩地。
目前已浇地1300亩。听天气预报说

老有雨，但不一定靠得住，还是浇
地有保证。”林广富说。

据悉，自 5月份以来，我市平
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87.1%，
加之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全市
土壤出现不同程度旱情。针对此轮
高温干旱天气，全市农业农村部门
及时调整工作重心，多举措指导群
众落实抗旱措施，开展抗旱保秋工
作。要求各地农业农村部门把抗旱
保秋工作摆在当前“三农”工作的
重中之重位置，立足抗大旱、促秋
管、夺丰收，持续夯实全年粮食丰
产丰收基础。

截至目前，我市秋作物受旱面
积 421.69万亩，已浇水面积 976.46
万亩次；已中耕 95.1 万亩、追肥
153.6万亩、化学除草52.4万亩、病
虫害防治84.4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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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高会鹏 通讯
员 闫占廷） 6月 24日上午，在宁
陵县逻岗镇崔香吴村委康庄村，举
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这是
一场简单的婚礼，没有彩礼、没有
花车、没有伴娘、没有司仪、没有
舞台、没有音乐，可以说是新事新
办，一切从简。”在一处普通的农
家小院，崔香吴村支部书记吴厚峰
简单的几句开场白，拉开了这场婚
礼的序幕。

记者了解到，现年 28 岁的新

郎潘涛 2016 年大学毕业，应聘到
山东菏泽一家报社工作。2018年他
辞职后，与人合伙创办了一家文化
传媒公司。2021年 4月，经朋友牵
线搭桥，他和王燕在一家餐厅里相
亲，王燕的漂亮和温柔一下子吸引
住了他。

在菏泽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的王
燕对记者说，“我们的父母都是农
民，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父母供养我们读大学已不易，如果
婚礼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良心
上过不去。再说，婚礼只是一个外
在的形式，关键问题是两个人真心
相爱，能幸福地厮守一辈子。”

“婚事新办，不要彩礼，不铺
张浪费，做移风易俗、引领文明的
倡导者、践行者、引领者。”夫妻
俩表示。

商丘爱飞扬公益成立5周年

播撒希望 让爱飞扬
本报讯（记者 吴海良）6 月 25

日，商丘爱飞扬公益成立 5周年。
商丘市公益团体负责人代表、媒体
记者和爱飞扬公益的志愿者们欢
聚一堂，共同庆祝爱飞扬 5岁生日。

活动现场，商丘爱飞扬公益
会长刘亚宾和大家一起回顾了 5年
来该协会的发展历程，展望了今后
公益的发展蓝图。现场对涌现出
来的 29名优秀志愿者、19名爱心车
队优秀志愿者和爱心组织进行了

表彰，颁发了荣誉证书、奖品。
播撒希望，让爱飞扬。商丘

爱飞扬公益成立于 2017 年，目前
开展了扶贫助困、帮学助学、关
爱留守儿童、尊老敬老、志愿服
务等 5个固定项目。截至目前，共
开展环保活动多次，资助帮扶贫
困生 1000 多人次，帮扶弱势个体
2000 多人次，累计捐款捐物近百
万元，带动市民参与志愿服务两
万多人次。

6 月 24 日，
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在金世
纪广场开展“节
约集约用地 严
守耕地红线”主
题 宣 传 活 动 。
引导全社会关
心和珍惜土地
资源，增强节约
用地和保护耕
地的意识。

张 灿 摄

逻岗镇

“六无”婚礼彰显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 （记者 翟华伟） 近
日，夏邑县总工会、夏邑县交通运
输局、中国邮政河南夏邑分公司共
同举办了夏邑县新就业形态快递行
业职业技能竞赛。该县 10 家快递
公司经过初赛选拔，派出优秀职工
代表参加了物品收寄、包裹分堆排
道、快递揽投、包件分拣等四个项
目的决赛。

此次技能竞赛是我市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技能竞赛的探索和实践，
我市各级工会组织将以此次技能竞

赛为契机，带动新就业形态行业广
泛开展技术培训、岗位练兵、技术
比武，努力把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活
动打造成为社会关注、党政支持、
工会运作、企业认可、职工欢迎的
工作品牌。

比赛中，选手们聚精会神，争
分夺秒，充分展示了扎实的业务技
能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参赛选
手表示，通过竞赛，增加了相互交
流的机会，提升了业务技能水平，
激发了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本报讯 （记者 祁 博） 6 月
26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
公室发布《关于做好暴雨天气防
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
知》），市气象台也发布暴雨Ⅳ级
预警：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
预计26日下午至27日，我市将有
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过程降水量 50—80毫米，局
部100—130毫米。

《通知》指出，此次降雨有利
于缓解当前我市旱情，需重点防
范局地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
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
生衍生灾害。请各县 （市、区）
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
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通知》要求，要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服务，气象部门要密切关
注天气过程变化趋势，做好重点
地区、重要时段监测预警工作，
及时滚动更新预报，加强决策服
务主动性，为党委政府及相关部
门防灾部署提供信息支撑。要加
强 部 门 应 急 联 动 处 置 ， 各 县
（市、区）和相关部门要关注属地
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做好
预警响应行动。应急管理、水利
等部门要重点分析暴雨天气影
响，指导有关行业采取措施，积
极防范减轻灾害损失。文广旅、
通信管理部门要做好气象灾害预
警信息的及时传播。要加强各类
信息报送工作，各级各部门保持
通信联络畅通，及时收集强对流
天气防范和灾情信息，向市气象
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反馈。

本报讯（记者 王 冰）“党心民心万
众一心，防毒禁毒众志成城。”“珍爱生
命，拒绝毒品……”从 6月 25日起，我市
10辆被命名为“禁毒号”的公交车将走上
街头，为营造浓厚的禁毒工作氛围发力。

6月 26日，是第 35个国际禁毒日。
6月 25日，我市举行全民禁毒宣传月活
动暨“禁毒号”公交车命名仪式。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对禁毒工作

高度重视，积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
责、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毒品问题治
理工作格局，在打击毒品犯罪、救治吸
毒人员和预防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明
显成效。公交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
载体，通过“禁毒号”公交车，形成一
道流动的禁毒宣传风景线，引导全社会
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打造商丘禁毒
工作的新阵地。

命名仪式上，市禁毒委负责人表
示，要以“禁毒号”公交车命名为契
机，不断丰富宣传内容，宣传形式，深
入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进家
庭、进场所、进农村“六进”活动，全
方位、多层次宣传“健康人生、绿色无
毒”理念；鼓励广大群众提供涉毒违法
犯罪线索，在全社会形成自觉抵制毒品
的浓厚氛围。

仪式现场，“禁毒号”公交司机代
表宣读了倡议书，10辆“禁毒号”公交
车整装待发，车头悬挂“禁毒号”标
识，车身两侧印制禁毒宣传标语，车内
充分布置禁毒主题元素。民警还带领群
众参观了“禁毒号”公交车和禁毒宣传
展板及毒品仿真样品，向大家宣传禁毒
知识，引导大家树立“珍爱生命，远离
毒品”的人生观念。

本报讯（记者 张凌伟）今年6月份
是全国第 21 个“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月”，6月24日，全市农业农村系统2022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河南瀚斯作物
保护有限公司举行。市农业农村局有关
领导、机关全体人员，睢阳区农业农村
局、消防救援大队和涉农企业负责人等
80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以“遵守安全生产法，当
好第一责任人”为主题，采取安全生产
知识培训与消防安全应急演练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培训会上，活动邀请我市相
关方面专家结合丰富的实践经验，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对《安全生产法》进行讲
解、培训；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公司
介绍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市农业农
村局负责人对涉农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与会人员观看《生命重于
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教育片。

会后，该局负责人表示，开展此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引导农业农村系统干部

职工和涉农企业负责人通过系统地学习
消防安全基本知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
位，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工
作；认真总结此应急演练的经验，深入
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完善措施，举
一反三，加强救援演练，切实提高火灾
应急处置能力。强化机制建设，进一步
建立健全应急救援体系。进一步营造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良好氛围，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为全市
农业农村系统的稳定发展提供安全保

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据介绍，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要

及时督导局属各单位、各涉农企业组织
开展相应的防火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活
动；以涉农行业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为契机，结合涉农行业安全生
产大检查专项排查整治活动，切实抓好
畜禽养殖、能源沼气、有限空间作业、
各类冷藏冷冻、屠宰加工和饲料兽药、
农药等行业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
作，全面消除不安全隐患。

我市举行农业农村系统2022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举行全民禁毒宣传月活动暨“禁毒号”公交车命名仪式

我市10辆公交车被命名为“禁毒号”

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通知

做好暴雨天气
防范工作

本报讯（记者 鲁 超） 6月 25
日，记者从商丘市教育体育局获
悉，2021 年度，我市在做好体育
彩票销售工作的同时，使用 2000
余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开展各
类全民健身活动，援建公共体育
场地和设施等，为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贡献体彩力量。

根据相关要求，市教育体育
局对我市 2021 年度体育彩票公益
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公示。我市
2021 年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承
办了商丘市第六届运动会暨全民

健身大会，为体育中心二期工程
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援建公共体
育场地和设施 2211.2999 万元；资
助 或 组 织 开 展 全 民 健 身 活 动
230.2382万元；组织开展全民健身
科学研究及宣传 9.0041万元。

记者了解到，商丘市体育彩
票公益金本着体育彩票来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充分
发挥体育彩票公益金的社会效
益。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用，较好
地满足了全市人民的健身需求，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健身意识，为我市
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6月21日，记者在市神火大道与宜兴路交叉口积水改造点施工现
场看到，机器轰鸣，工人干劲十足。积水点改造工程是市里重点项
目之一，工人重新挖排水沟，铺设下水管道。雨水经过处理后排入
运河，有效解决了路面积水问题。 本报融媒体记者 魏文慧 摄

▲6 月 26 日，民权县医保局
组织该县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冒高
温在民生广场给群众义诊。今年
以来，该局扎实推进“百县千乡万
村”集中宣传宣讲活动，做好贴心
服务，深受百姓欢迎。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6月25日，永城市民带着孩子在日月湖戏水纳凉、划船避暑，寻
觅一片难得的清凉。 刘 广 摄

抗旱保苗 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截至目前，我市秋作物已浇水面积976.46万亩次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成绍峰

6月26日，民
权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全体人员在
利用周日练习打
军拳。据悉，该
局开展“抓党建
早报到 强体魄
服 务 好 ”活 动 。
每 天 早 晨 7 点
半，吹军哨、唱军
歌、打军拳，部署
当天工作。

本报融媒体
记者 闫鹏亮 摄

2000余万元体育彩票公益金

为全民健身事业添“彩”

市总工会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技能竞赛

6月25日，宁陵县阳驿乡阳驿村农民给玉米苗抗旱浇水。吕忠箱 摄

▼6月26日，在夏邑县北岭镇
曹庄村，市科技特派员、县农广校
校长、农技推广研究员王留标正
在向果农传授葡萄管理技术。今
年以来，该县选派科技特派员深
入田间地头，为农民提供技能培
训等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