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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冰）为纾解
近期蔬菜滞销问题，我市对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进
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的“二十条措施”，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决策部署，科学精准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疫情防控
期间蔬菜正常产销、流通有序。

及时优化调整防控措施。
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发布后，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迅速
贯彻落实并细化执行方案，及
时调整风险区域划定及解除标
准，对出现疫情燃点区域坚决
快封，对风险已经解除的果断
快解，最大限度减少对人民群
众生活的影响。我市于11月
17日发布《焦作疫情防控第30
号通告》，进一步规范交通卡口

设置查验，优化来（返）焦人员
分类管控政策，各类经营场所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恢复开放，全市人民群众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

强化商超、农贸市场防
控。商超、农贸市场作为广大
市民群众的“菜篮子”，产品购
销渠道广、人员流动性强，为保
障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安全，我
市全面加强各大商超、农贸市
场防疫措施。严格落实“戴口
罩+扫验码”人员准入制度，商
超设置“流动哨”提醒顾客戴口
罩、不聚集，农贸市场人车限
流、分流，错峰进货、销售；严格
做好每日卫生清洁、垃圾清运、
场所消毒等工作，经营商户、从
业人员严格落实“两日一检”；
对市外采购客商、货运司机提
供闭环式暖心服务，进行无接

触式装卸货物，保障蔬菜产品
供销流通安全。

全力保障蔬菜产销流通。
目前有零星疫情散发的县（市、
区）在划定高风险区基础上科
学划定防外溢临时管控区，菜
农可在加强自我防护的基础
上，采取“两点一线”等作业方
式开展农业作业。全市县域间
交通卡口全部撤除，严禁以防
疫为由随意断路封村、擅自设
卡拦截、限制农机通行作业。
同时优化防疫通行措施，提升
运输效率，精准实施蔬菜货运
车辆司乘人员管理，对即装即
卸即走的，落实入焦离焦全程
闭环，对需在焦作停留的，点对
点入住“司机驿站”，严禁层层
加码、过度管控，推动蔬菜产品
外销运输通畅。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
“作好防护，早去早回！”11月
23日7时许，芦堡蔬菜批发市
场12辆蔬菜运输车辆出发，前
往博爱县孝敬镇蒋村、西王贺
村蔬菜基地，采购萝卜、包菜、
有机花菜等。据了解，在市商
务局的组织、协调下，芦堡蔬菜
批发市场从本月初开始，通过

“无接触式”采买方式深入到博
爱县蔬菜基地进行采购，平均
每天达150吨。

与此同时，市百货大楼当
天也组织车辆前往沁阳市怀庆
街道北金村采购白萝卜5000
公斤。“开展蔬菜促销助农工作
是我们企业的责任，近段时间
以来，市百货大楼积极与市商
务局对接，前往博爱县、示范
区、沁阳市等蔬菜基地采购蔬
菜，平均三天到产地采购一次，
同时每天去芦堡蔬菜批发市场
进行采买，每天采购蔬菜约13

吨。”市百货大楼有关负责人介
绍，市百货大楼9家大型商超及
100家便利店开展蔬菜促销，丰
富百姓菜篮子，帮助村民解决
蔬菜销售困难。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全力
以赴保障蔬菜产销顺畅，尤为
重要。

连日来，市商务局联合农
业等部门对解决运输通道、产
销对接等工作进行部署，并成
立调查专班，深入博爱县孝敬
镇蒋村等蔬菜基地开展一线调
研，促进蔬菜等农产品产销有
效衔接，确保地产蔬菜应收、尽
收、尽销。

为推动产销对接，市商务、
农业部门各抽调一名班子成员
组成专项工作组，带队深入博
爱等蔬菜产地，全程协调产销
对接和运输保障问题。市商务
局组织市百货大楼、芦堡蔬菜
批发市场等商贸流通企业紧急

调配25辆蔬菜运输车辆直接到
产地采购。同时，及时将每日
农产品价格、产量、经纪代理人
等购销信息通过全市农产品产
销对接群、商务局微信公众号、
省市场保供微信群、焦作日报
全媒体等对外发布，动员县
（市、区）组织商贸流通企业广
泛进行产销对接。

市商务局坚持通过多种渠
道、多种形式，广泛发布农产品
供销及价格信息，引导生产与
消费，在平衡供给和需求同时，
加强与农业、发改、市场监管等
部门的密切配合，形成对我市
农畜产品稳产保供合力，持续
组织开展好农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维护运用好现有1000多
名我市农产品种养大户和批发
运输的商户的农产品产销对接
群，实现农产品线上产销自由
对接。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连
日来，交通执法人员不间断
在焦克路、斗武路等重要道
路进行执法巡查，发现有违
规设卡行为立即给予制止，
确保我市区域内鲜活农产品
运输过程一路畅通。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获
悉，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落
实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政策，拆除道路所有卡口，
确保通往蔬菜基地、农产品批
发市场等关键场所道路畅通。

凡符合鲜活农产品目录
要求，整车运输的鲜活农产
品，免收车辆通行费。负责

整车运输的司乘人员进入焦
作前，需要和承运单位对接，
到指定的司机驿站停车，由
专人对接。在司机驿站按要
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查验
核酸检测结果、健康码，对车
辆货物消杀，实现运输环节
闭环管理。

目前，我市区域内道路
卡点全部撤除，确保鲜活农
产品运输车畅通。按规定，
我市区域内的道路不得私自
设置卡点。交通执法人员将
对我市区域内重点道路进行
不间断检查，发现问题立即
纠正制止。

本报讯（记者李晓军）蔬
菜从农田到餐桌，需要转几
次手？零转手！群众拿出手
机就能“点菜”。连日来，博
爱县的这种“点对点”销售模
式很流行。

11月 20日傍晚，一辆
满载蔬菜的运输车驶入博爱
县鸿昌街道祥云小区。一袋
袋已包装好的“蔬菜大礼包”
是群众在家用手机下单买
的。

“我们在微信群里报了
一下，几个小时后，菜就送到
家门口了，真方便！”该小区
王女士说。当日，在该县柏
山镇贵屯村，村民们也依次
领取了自己“点”的菜。

这些蔬菜来自博爱县孝
敬镇任村。连日来，在任村
的蔬菜转运点内，10几名志
愿者忙着给蔬菜打包、装
车。3辆运输车从8时至23
时不停歇，为县城各小区、农
村各村庄配送蔬菜。

“今天向各个小区、村庄
配送蔬菜8万多公斤。通过

‘点对点’销售，菜农蔬菜不
愁卖，这要感谢驻村帮扶干
部肖海亮。”任村党支部书记
余全义说。

肖海亮是博爱县文广旅
局工作人员。近日，他把任
村蔬菜销售信息发到微信朋
友圈并转发几个微信群。“手
机被打爆了，电池没有电了，
一边充电一边接电话！”肖海
亮说。

这种从农田直通餐桌的
蔬菜销售方式，不是任村独
有。连日来，作为豫北地区
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博爱
县加大本地销售力度，加强
蔬菜产销对接，各蔬菜种植
村庄积极与县城小区联系，
定制价格不等的“蔬菜大礼
包”，“点对点”进行销售。这
不仅帮助菜农销售了蔬菜，
还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便捷服
务。截至目前，该县已向县
内运输、销售蔬菜500余吨。

为了实现“点对点”销
售，该县首先畅通“运输
关”。持续加强商务、交通等
部门的交流沟通，由专人为
符合条件的蔬菜运输车辆办
理临时通行证，并安排其错
时、错峰进村装车，避免人员
聚集产生风险。同时，严禁
违法断路封路，严禁疫情防
控“层层加码”“一刀切”，严
禁对持有通行证的车辆设卡
拦截。

其次，按照就地就近原
则，该县统筹各职能部门，已
建立集采集配、街道领运分
拨、社区直送到点等多种销
售模式。此外，还组织电商
平台、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
主体，助力开展“点对点”销
售。

为帮助群众卖菜，该县
还组建蔬菜促销专班，设立
并公布24小时促销热线电
话（0391）8682538、（0391）
8683985，接受群众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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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蔬菜流通有序

市商务局

全力以赴保障蔬菜产销顺畅

昨日，在市百
货大楼焦东店，工
作人员在货架上摆
放、蔬菜。市商务
局加强蔬菜产销对
接，联合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农产品批
发市场、商超企业
和蔬菜种植合作社
等，产销对接，实现
农产品快速流通。

本报记者 王
梦梦 摄

从农田直通餐桌

博爱县蔬菜销售“点对点”

市道路运输局

严查违规设置卡点
确保鲜活农产品畅通运输

20~30岁 爱情树月老30~40岁 40~50岁 50~60岁

该二维码7天内（11月30日前）有效，重新进入将更新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微信交友群

青年群1：188969015 青年群2：873796701 青年群3：673938767
中年群1：438435532 中年群2：167613031 中年群3：417672085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QQ交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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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男嘉宾

（01）男 ，39 岁 ，身 高
178cm，离异有一女，私企管
理。

觅：年龄45岁以下，身高
160cm以上，离异无子女或带
一女孩。

（02）男 ，40 岁 ，身 高
175cm，离异无子女，事业。

觅：年龄38岁以下，身高
160cm以上，未婚或离异无子
女。

（03）男 ，31 岁 ，身 高
174cm，短婚未育，行政机关。

觅：年龄相仿，未婚或离异
无子女，事业单位优先。

（04）男 ，32 岁 ，身 高
170cm，未婚，本科，事务所。

觅：35岁以下，身高不限，
有稳定收入，性格好，人品好。

（05）男 ，35 岁 ，身 高
183cm，未婚，本科，事务所。

觅：32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公务
员优先。

（06）男 ，31 岁 ，身 高
180cm，未婚，本科，商务翻译。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大专
以上。

（07）男 ，29 岁 ，身 高
178cm，未婚，大专，上市公司。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工作不限，学历相
当。

（08）男 ，26 岁 ，身 高
175cm，未婚，本科，律师事务
所。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学历
相当。

（09）男 ，39 岁 ，身 高
170cm，离异无子女，本科，企
业。

觅：42岁以下，身高不限，
大专以上，未婚或离异无子女。

（10）男 ，29 岁 ，身 高
176cm，未婚，上市企业，有房。

觅：年龄相当，身高160cm
左右，有稳定收入，会过日子。

（11）男 ，28 岁 ，身 高
175cm，未婚，硕士，央企。

觅：年龄相当，身高160cm
以上，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12）男 ，26 岁 ，身 高
183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年龄相当，身高160cm
以上，有稳定工作。

（13）男 ，27 岁 ，身 高
178cm，未婚，硕士，高校。

觅：年龄相当，身高160cm
以上，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14）男 ，28 岁 ，身 高
178cm，未婚，本科，公司。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65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定
收入。

（15）男 ，39 岁 ，身 高
172cm，未婚，本科，证券。

觅：年龄相当，身高160cm
以上，有稳定工作，人品好。

（16）男 ，28 岁 ，身 高
180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65cm以上，公务员、事业单位
优先。

青年组女嘉宾

（01）女 ，27 岁 ，身 高
165cm，未婚，硕士，事业。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定
工作。

（02）女 ，26 岁 ，身 高
165cm，未婚，大专，护士。

觅：年龄相当，身高175cm
以上，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

（03）女 ，26 岁 ，身 高
160cm，未婚，本科，事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174cm
以上，公务员、事业单位优先。

（04）女 ，29 岁 ，身 高
173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35 岁 以 下 ，身 高
175cm以上，学历相当，有稳定
工作。

（05）女 ，27 岁 ，身 高
165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机关、事业单位优
先。

（06）女 ，30 岁 ，身 高
164cm，未婚，大专，三甲医院。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自律，有稳定工
作。

（07）女 ，31 岁 ，身 高
164cm，未婚，硕士，医生。

觅：年龄相当，身高175m
以上，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08）女 ，31 岁 ，身 高
163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年龄相当，身高173cm
以上，行政、事业单位优先。

（09）女 ，30 岁 ，身 高
168cm，未婚，本科，事业。

觅：年龄相当，身高173cm
以上，有稳定收入。

（10）女 ，29 岁 ，身 高
168cm，未婚，硕士，公司。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定
工作。

（11）女 ，34 岁 ，身 高
160cm，未婚，硕士，教师。

觅：38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本科以上，有稳定工
作。

（12）女 ，31 岁 ，身 高
165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定
工作。

（13）女 ，35 岁 ，身 高
158cm，本科，离异，教师。

觅：40 岁 以 下 ，身 高
170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定
工作。

（14）女 ，33 岁 ，身 高
165cm，短婚未育，数据公司。

觅：年龄相当，38岁以下，
身高170cm以上，有稳定收
入。

（15）女 ，28 岁 ，身 高
165cm，未婚，本科，教师。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75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16）女 ，39 岁 ，身 高
163cm，离异，本科，教师。

觅 ：45 岁 以下，身高
170cm以上，有稳定工作，性格
温和。

爱情树会员资料（青年组）

新人档案

新 郎
姓名：郭斌 星座：巨蟹座
血型：O型 爱好：上网

新 娘

姓名：赵婷 星座：双子座
血型：A型 爱好：唱歌

爱情誓言：我愿变成童
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
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

记者第一次接触赵鹏是通
过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清晰
有磁性，给人一种很阳光的感
觉。随后，记者见到了他本人，
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有
一种知性的魅力，不过他可不
是书呆子型，常年坚持运动的
他身材保持很好。在交流过程
中，赵鹏热情开朗又沉着稳重，
说话条理清晰，举止潇洒有度，
让人感觉很舒服。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
人，赵鹏始终认为，男人应该先
在事业上闯出一片天地，所以
毕业后，他一直在为事业打

拼。在我市某国企建筑公司担
任工程技术员的赵鹏非常有上
进心，任何工作都冲在前，很快
便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和领导的
赏识。“这些年，我渐渐感觉生
活空虚，看到身边的朋友早已
结婚生子，加上家人的不停催
促，让我对婚姻产生了向往。”
赵鹏说。

“通过朋友得知焦作晚报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后，我将找
另一半的希望寄托在这里。”说
起报名时的初衷，赵鹏说，“我
觉得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
部有权威性、会员多、范围广，
是找对象的理想平台，所以想
通过这里找到我的真爱。”

在赵鹏看来，两个人相处，
能够聊得来才是最重要的。“我
希望她是一位温柔善良、有责
任心、热爱生活的女人，身高
170cm以上，年龄最好与我相
当，比我小一些也可以。至于

工作方面，我觉得她无论是有
稳定工作或者自主创业都可
以，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
奋斗。”谈起心中的理想爱人，
赵鹏略带羞涩地说：“两个人过
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三
观’相近，相处得舒适，就像两
个契合的半圆，彼此互补，完美
契合，以后的日子才能越过越
好。”

各位单身女会员，赵鹏是
否符合你心中对另一半的要
求？如果你也恰好符合赵鹏对
另一半的要求，赶快拿起电话
拨打 8797520，向工作人员说
明自己的会员编号后即可获得
赵鹏的联系方式。非焦作晚报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会员请在周
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携带个人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生活照等资料，前往人民路报
业·国贸大厦303室报名，随后
便可以与赵鹏取得联系。

“90后”阳光单身男 寻觅知心的她
本报记者 李洋洋

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那个“天使”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等着你的到来，与你相遇。不
要抱怨身边的人、身边的环境，
只是缘分未到，何苦为难自己，
要坚信，你的他或她，其实就在
那里。

生活中，赵婷就是这样一
个耐心等待她的“天使”到来的
女孩。直到有一天，在焦作晚报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青年交友联
谊会上，她遇到了郭斌。第一眼
看到赵婷，郭斌便被她那一双真
诚的眼睛和浑身散发的温柔气
质深深吸引，赵婷也被这个阳光
帅气的大男孩浑身散发的亲和

力而感染。
初次见面，虽然没有过多互

诉心声，郭斌和赵婷相处却十分
舒服、自然，两颗心在不知不觉
中越靠越近。一个月后，两个人
开始了他们的恋情。在交往的
日子里，两个人相处很平淡，也
很温馨。唱歌、散步、看电影，
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同行的
足迹，他们越来越相知，越来越
离不开对方。赵婷爱吃甜食，
郭斌就陪她吃蛋糕、吃冰激凌；
郭斌爱上网，赵婷就陪他一起
玩游戏、逛论坛。为了让郭斌
吃得可口，赵婷特意跟妈妈学
做菜，经常自己下厨，平平常常
的饭菜让郭斌吃得津津有味；
对于赵婷工作的烦恼，郭斌总
有开解之道，三言两语之间便让
她舒展愁眉……

和郭斌在一起,让赵婷感
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然，每
天都是在幸福与甜蜜中度过。
每每想到这些，赵婷深深体会
到,只要遇到对的人,每天都是
情人节。

爱幻想的赵婷坚信自己等
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天使”，
她享受着属于小女人的甜蜜和
浓浓爱意。她喜欢郭斌的眼

睛,喜欢一直看着郭斌,哪怕只
是傻笑着不说话；她喜欢和郭
斌手牵手一起逛公园、一起坐
公交车、逛街，任何小细节,都
能让赵婷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
幸福感。

两个人的相恋得到了双方
家人的支持，赵婷的父母认定
郭斌的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懂事能干，关键是对赵婷呵护
有加，他们逢人便夸女儿找了
个百里挑一的棒小伙儿。很
快，双方父母为他们举办了简
单的订婚仪式，并将他们的婚
期定在春暖花开的5月。

回想起两个人恋爱的过
程，赵婷总会打心底溢出阵阵
甜蜜。“以前，每每走在路上，看
着身边走过的一对又一对，也
许他们是情侣，也许他们是夫
妻，看到他们甜蜜恩爱的样子，
便会发自内心为他们感到高
兴。”看着身边的郭斌，赵婷羞
涩又幸福地说，“虽然素不相
识，也许一辈子只会见过他们
一面，便转瞬忘记。那种感觉
一直会在心底。这时，我就想
挽着身边的他，轻轻地说一句

‘亲爱的，只有遇到了你，我才
会感觉和他们一样幸福。’”

等到自己的“天使”爱人
本报记者 李洋洋

人物名片：赵鹏（化名）
性别：男
年龄：27岁
身高：180cm
推荐理由：性格开朗，

有责任心，热爱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