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天建成一所医院，真厉害！”
一场与疫情的决战正在中原大地展开，

本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的理念，
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港
区医院原址上改造扩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

昨日，这所医院正式完成验收移交。10
天建成一所医院，刷新了“郑州速度”，对郑州
甚至河南来说都是史无前例，彰显出郑州誓
与疫情决战到底的必胜信念。

火速开建医院提高救治能力
这所医院对提高全市救治能力、保证感

染病人及时隔离救治至关重要。1月 26日，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来到位于郑州航
空港区的原市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实地
察看了医院改造情况。

他指出，要立足自身加快后备定点救治
医院建设，严格按照传染病医院标准，加快改
造施工，做好设备配备和医务人员调配，尽快
具备集中隔离治疗条件，做好各项集中救治
准备。

接到建设指令后，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党
工委、管委会迅速召开工作部署会，港区 20
多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和 80多名干部职工当
天返岗。郑州质量监督站和相关建设单位直
接进驻现场“办公”。

“我能回！”“我报名！”“我在郑州，随时待
命！”……相关建设干部、职工、项目管理人

员、一线建设者等不同岗位的参建者，从四面
八方火速集结到现场。同时，车辆、机械设备
等陆续就位，只等开战。

“项目是 24小时施工 3班倒，有建设人
员带着老婆孩子返郑，来了不谈工资，先谈我
们能干点啥？”承建方中建七局党委办公室主
任张文明说。

参加战“疫”的一对夫妻将年幼的孩子交
给父母，抛下一句：“我们要去给生病的人建
医院，这是救人的大事，耽误不得。”就匆匆赶
赴现场。工人朱召峰带着两个儿子赶来，他
说咱得努力干，为抗击疫情出一份力。

各方建设力量到场后，1月 26 日，航空
港区房屋征收办主任王笑梅就带领征收拆除
工作组，连夜组织 80多名搬迁人员、40多台
工程车辆、10多台拆除机械、50多名清运工
人，连续 24小时工作，累计拆除建（构）筑物
3542平方米，移栽树木 100多棵，圆满完成
项目“一天完成征迁”的军令状，打响建设“第
一枪”。

项目于 1月 27日正式开始建设，包括对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原港区医院门诊楼和病
房楼的改造工程，以及在医院后侧扩建门诊
区、医技楼、病房楼，采用活动板房形式，保证
建设速度和质量。

与疫情赛跑为生命抢时间
10天建成一所医院有多难？
首先召回春节期间的参建者，面对主干

道下暗藏大大小小的各种管线10余条，在切
除路面及沥青层后只能人工开挖。即使相对
容易的街边花坛下方铺设管道，也屡屡遇到
老的拆迁房地基，大块大块的混凝土让挖掘
机寸步难行。

同时还有24小时保障供水供电，做方案
设计、清理现场开工建设等。建设一所普通
的医院已经很难，何况是一所新型传染病医
院，总建筑面积26210平方米、医患床位800
个、门诊病房 ICU俱全……

疫情不等人，时间紧任务重，现场只能采
取人海战术和交叉作业施工法，尽早建好为
生命抢时间。

高峰期现场施工人员约5000人，管理人
员1000多人和几百台机器，共同在工地全天
候奋战，机械交叉施工，吊车、挖掘机等大型
车辆在工地日夜川流不息。郑州自来水公司
采取挖沟、排管、填埋，逐段施工“一条龙”作
业，港区建设局、执法局24小时值守，每个环
节都是领导亲自带队，党员带头。

在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1 月 27 日凌
晨 3 时，做完总体设计方案，凌晨 5 时确定
门诊楼改造以及内外装修方案；1 月 28 日
完成患者病房、药剂间地基基础施工；1 月
29 日完成 3460 立方米混凝土浇筑、281 间
箱式病房吊装和 1 公里水电管线敷设；2
月 3 日完成正式水接通；2 月 4 日完成医
技楼保障基地、门诊楼及急诊楼改造，医
技楼医疗设备及办公用品陆续进场；2 月

5 日陆续开始验收；2 月 6 日正式完工移交
给医院。

“分秒必争，全力以赴，保证安全、保证速
度质量、保证工期，坚决完成建设任务。”正如
参建者誓师时说的那样。

医疗物资第一时间进场
面对这场决战，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勇当先锋，以此战有我为荣。
“我今晚就能到施工现场。”“我是党员让

我去。”“我不是党员，但我在郑州生活，我报
名”……参建各方纷纷冲上一线，共同成为战

“疫”一线最靓丽的风景。
记者了解到，医院完成预验收的新建病

区，将主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的收治。新建有病房区、门诊区、医技区
等，共有床位数 287张，其中包括：病房 260
张，疑似病床 17张，重症监护 10张。此外，
病区还设置有两间手术室。

为尽早、尽快提供医疗救治服务，验收
移交当日，除一线医护人员开展工作所需的
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以及后勤物资等已经
运输抵达新建病区外，包括 CT 机、DR 机、
手术设备、重症设备、检验设备、病床、医用
床单、远程会诊系统、电子病历系统等纷纷
入场。

该医院现场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医疗物
资到位，新建病区符合进场标准，这些物资将
第一时间进场，势必打赢这场战役。

十天建成“郑州版小汤山医院”

众志成城刷新“郑州速度”
本报记者 曹婷王军方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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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抗击疫情 我们始终在一起我们始终在一起

党旗高高飘扬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郑州战“疫”进行时

2月5日郑州市新增10例
确诊病例信息情况通报

2020 年 2月 5日 0~24 时，郑州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0例。截至2月 5日 24时，郑州市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102例，其中治
愈出院20例。

新增10例确诊患者情况如下：
病例93：女，55岁，现住二七区福华街办事处北福华街

小区，无湖北（武汉）旅居史。1月 20日至 1月 30日一直在
北福华街小区照顾家属，1月 30日骑车至郑州市第十人民
医院就诊，随即又骑车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2月 3
日骑车再次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2月 5日确诊。

病例94：女，28岁，现住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三全路东
岸尚景。1月 22日起与确诊病例（78、79）共同生活，2月 3
日乘私家车至金水区总医院就诊，2月 5日确诊。

病例 95：女，38岁（确诊病例 88家属），现住郑东新区
如意湖办事处绿地老街。1月 21日与家人一起乘G541（4
车厢）从郑州前往武汉，当天从武汉乘私家车至湖北天门，
1月 24日乘私家车从湖北天门返郑，2月 2日乘私家车至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医院区）就诊，2月 5日确诊。

病例96：女，34岁，现住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办事处中
兴路锦汇苑。1月 21日乘私家车前往商丘市柘城县，1月
27日乘坐G1903次（3车厢）至郑州东站，后骑车回家，1月
28日至 2月 3日骑车至郑州颐和医院上下班，2月 3日出现
发热症状，2月 4日在颐和医院就诊，2月 4日晚由120救护
车转运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2月 5日确诊。

病例 97：男，75岁（确诊病例 88家属），现住郑东新区
如意湖办事处绿地老街。1月 19日乘G295次（11车厢）前
往湖北天门，1月 24日乘私家车从湖北天门返郑，其间居
家医学观察，2月 2日乘私家车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东院区）就诊，2月 5日确诊。

病例 98：男，40岁，现住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瀚宇天
悦。1 月 23 日乘 VN705 次航班从郑州前往越南芽庄旅
游，1月 28日乘 VN704次航班（确诊病例 49、58同行）从
芽庄返郑，乘私家车返回家中，其间居家医学观察，2月 2
日晚自驾车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就诊，2
月 5日确诊。

病例 99：女，33岁，现住金水区丰庆路办事处瀚宇天
悦。1月 23日乘VN705次航班从郑州前往越南芽庄旅游，
1月 28日乘VN704次航班（确诊病例 49、58同行）从芽庄
返回郑州，乘私家车返回家中，其间居家医学观察，2月 2日
晚自驾车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就诊，2月 5
日确诊。

病例100：女，38岁（确诊病例84亲属），现住二七区建
中街办事处保全街财富星苑。1月 24日与确诊病例在家
聚餐，1月 26日至 1月 29日多次前往幸福路隆福国际看望
亲属，1月 29日乘私家车到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就诊，
其间居家休息，2月 2日乘私家车再次到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发热门诊，当日又自驾车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
2月 5日确诊。

病例 101：女，27岁，现住中原区汝河路办事处桐柏路
万福花园。1月 23日至 1月 26日多次到人和路办事处联
合雅园亲属家中，2月 2日乘私家车至郑州市中心医院就
诊，2月 4日乘私家车至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2月 5
日乘私家车到郑州市中心医院就诊，2月 5日确诊。

病例 102：女，48岁，现住中牟县广惠街办事处巴黎印
象小区。1月 19日至 1月 31日与武汉回郑亲属密切生活，
2月 1日步行到中牟县人民医院新区门诊就诊，2月 2日在
家中由120救护车转运至中牟县人民医院隔离病房，2月 5
日确诊。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的相
关规定，为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遏制疫情扩散，现就疫情防控期间全
市工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建筑工程安
全复工复产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复工复产时间安排
按照《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通告》（第4号）规
定，本市行政区域内除疫情防控必需的
各类企业外，其他企业 2020年 2月 9日
24时前不得开工。工业企业、服务业企
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时间安排如下：

（一）工业企业
2 月 10 日，本地员工为主、本地产

业链完整的工业企业。
2 月 17 日，来自疫区员工少、本地

产业链较为完整的工业企业。
2月 24日，其他工业企业。
（二）服务业企业
2 月 17 日，三星级以上宾馆，提供

送餐外供连锁性餐饮企业（不设堂餐），
为制造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企业（含一般
物流、电商物流、仓储物流等）。

2 月 24 日，融资担保公司、小额贷
款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
业房屋网上销售、中介销售等房地产服
务企业。

3月 2日，科技服务业企业。
暂缓复工复产的服务业企业：经营

性客运行业，批发市场（不含农产品批发
市场），家政行业，小型门店，房地产开发

企业售楼部，影院、剧场等娱乐场所，各
类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旅游景区、
旅行社等文化旅游业以及经营单位。

（三）建设工程
2 月 25 日，重点民生工程(含市政

重点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省市重点工
程等)。

3月 6日，一般民生工程(包括安置
房等建设工程)。

3月 16日，其他工程(包括房地产等
建设工程)。

有关企业复工复产名录详见各行业
主管部门工作方案。

二、复工复产条件
所有拟复工企业和工程均要落实疫

情防控和健康管理主体责任，纳入全市
疫情防控信息化系统，并具备下列条件：

（一）制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
案。复工复产方案应当包括本企业疫情
防控的组织机构、职责分工、疫情防控措
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等内容。

（二）备齐疫情防控物资。根据员工
数量和防控需求，购置配备不少于 2周
的口罩、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并建立
库存和使用台账。

（三）落实从业人员管控要求。做好
员工排查登记，安排对到过省外疫情重
点地区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14天，省
内其他地市返郑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7天。实施制定错峰返岗措施，坚持体
温筛查，做好健康防护，杜绝聚集性活
动。

（四）执行公共场所防疫措施。生产
经营场所、施工场地和生活区实施封闭

管理,按要求对重点区域（中央空调、电
梯间、楼梯间、厕所）和设施设备清洁和
消毒；食堂要具备提供盒饭的能力，避免
集中就餐。

三、复工复产审批监管
各县（市、区）、开发区成立由行业主

管部门牵头、卫生健康部门和乡镇（街道
办事处）组成的联合审核小组，集中办
公、集中受理企业和建设工程复工复产
申请。

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工业企业、服
务业企业、建设工程由企业或业主单位
向联合审核小组提出申请，并提交书面
承诺书和其他必要的有关材料。联合审
核小组应当在 3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
过的，向企业或业主单位下达复工复产
通知书，并报市级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
会和有关部门要强化日常监督指导，严
厉查处防控防疫措施不到位，缓报、瞒
报、漏报疫情的企业。对未经审核擅自
复工复产、不满足复工复产基本条件的
企业，责令其停工停产。对在复工复产
过程中出现的懒政怠政、失职渎职等行
为，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严肃
查处。

视疫情防控情况和管控要求，适时
调整企业复工复产时间，如有调整，另行
通知。

特此通告。

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6日

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

第11号

为有效遏制疫情在郑州市医疗机构发生和扩散，
全力维护全市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
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河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的有关要求，现就加强郑州市医疗
机构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郑州市域各类门诊部、诊所（含中医、中西医结
合）即日起全面停诊。

二、未设发热门诊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包括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一律不得接诊发热病人。

三、郑州市域口腔科、眼科、耳鼻喉科、整形（美容）
科等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相关专科，除急症诊疗和必
需的择期诊疗项目外，暂停诊疗活动，并按照相关防护
要求严格落实医院感染防控措施。

四、以上所涉及的医疗机构迅速通知已预约的病
人暂缓就医，并做好相关解释工作。

五、继续提供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要对出入口进
行统一管理，在所有出入口设立体温筛查点，要设立医
务人员专用体温筛查通道。进入医疗机构的所有人
员，必须佩戴口罩，进行体温检测。

六、严格陪护探视人员管理。控制探视人员数量
和探视时间，对于病情较轻，自理能力尚可的患者，
原则上不允许探视。确需陪护的，认真排查陪护人
员旅居史，并严格执行陪护证制度，一人一证，凭证
出入。

七、医院食堂取消堂食，提供配送服务；进一步加
强医院内部非医疗公共区域（如挂号窗口、收费窗口、
取药窗口、院内商店等）的感染防控力度。

八、涉及暂停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与相关科室，恢
复诊疗时间根据疫情防控情况另行通知。

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2月6日

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通告

第10号

市纪委监委成立督查组
开展防疫一线监督检查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疫情发生以来，郑州市纪委监委

迅速行动，成立 18个市级督查组，挺进战“疫”一线开展监
督检查。随后，市、县两级组建182个督查组、1042名成员
下沉一线，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保障。

市民反映郑州某超市门店白菜售价高达 13.96 元/千
克，引起了郑州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
组长黄静的关注。“是不是疫情引发超市哄抬物价了?”黄静
及时与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取得联系，提醒做好行
业监管。

随后，市、区两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时介入调查
处理，依法依规对门店负责人进行行政约谈，并给予 50
万元的行政处罚。“事后，我们督促被监督单位进一步强
化市场监管，从严从快从重查处借机串通涨价、价格欺
诈等行为，形成高压态势，切实保障非常时期物价稳
定。”黄静介绍道。

“夜晚室外温度太低，卡点上的测温计没法正常使用，
一些医务人员就放到怀里用体温捂热”“湖北返乡后居家留
观人员生活不便，村组干部就经常送蔬菜食品和其他生活
必需品”……负责对接上级督查组的荥阳市纪委监委第七
纪检监察室主任安瑞强感慨地说，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
和党员干部们迎难而上、担当尽责，着实让人感动。

“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郑
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督查组和相关派驻机构要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既强化政治监
督、督查工作纪律，又通过检查推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当
好基层一线和市防控指挥部的连接“专线”。

（上接一版）郑州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全面
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加大对公交场站、车辆卫
生的清洁和通风、消毒工作，做到“每日两次消
毒”和“每班次通风”。目前已累计对1321个
场区、19272辆运营车辆进行了全面消毒。同
时，加强快速公交站台疫情防控，对全市229
座快速公交站台，实行每小时消毒制，并加强
车辆及站台“三品”检查力度，坚决杜绝家禽等
活体动物进站乘车，减少病毒传播途径。

郑州市市场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组织市
投集市、经八路、岳砦等农贸市场按期或提
前开门营业，保持粮、油、肉、蛋、菜等商品供
应充足，菜品价格与节前保持基本一致，满
足市场消费需求。同时，向各市场商户发出
倡议书，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和囤积居奇、交
易野生动物、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金融支持是最有力的保障。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坚决落实人民银行、银保
监会、证监会等关于疫情防控要求，开辟金
融服务绿色通道，支持市级、区级国库集中

支付业务办理，为“抗疫”部门及时办理转账
和取现业务 45笔，金额累计超过 1.7亿元；
认真履行社会责任，郑州银行集团向郑州慈
善总会捐款 510.01 万元，全力支持河南省
及郑州市的疫情防控。

建强防疫“红色堡垒”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堡垒无言，

却能凝聚强大力量；旗帜无声，却能鼓舞磅
礴斗志。

郑州市公交三公司党委及时成立疫情防
控临时党支部，还组建了10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他们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防护镜，手拿
体温检测仪对站台上候车的乘客逐一进行体
温检测，并对公交站台进行全面消毒。

“我年轻，抵抗力强，让我来 ! ”作为郑
州地铁安保部安检管理室年纪最小者，谈胜
每天早早来到车站，查看安检人员个人防护
佩戴是否整齐、体温有无异常，检查安检点
是否按照安保部要求进行每天一次的全面

消毒。他说：“退伍来到郑州地铁，军魂仍
在，党性仍存，组织交与的任务不能不完成，
守土尽责这句话时刻不敢忘。”

为及时斩断病毒通过污水传播的可能，中
原环保马头岗水务分公司党总支组织委员魏
明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主动请缨，冲在一线，白
天采购防控物资、加强宣传引导、摸排防控措
施，夜间带头值守门岗，在其带班值守的4天时
间里，共计排查进出人员560余人次。

党员始终冲在最前线
党旗竖起来，党徽戴起来，党员站出来，

群众哪里有需要有困难，哪里就有逆行前进
的党员干部，疫情不退我不退。

“请领导放心，孩子有老人照管，工地情
况我了解，保证完成任务！”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传染病医院项目启动以来，面对仅有的
10天工期，参与配套供水任务的郑州自来
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三强公司第六项目部
党支部党员张峰这样向党组织请求。

在这背后，还有着“最美逆行”伉俪共同
奋战在战疫一线的故事，张峰的爱人王丹作
为郑州136名医护人员之一，大年初一即随
河南省第一批医疗队驰援武汉。张峰将 10
岁的孩子送到老人家中，毅然走向重点供水
管网工程建设工地，几天来 24小时在工程
一线坚守。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危难时刻，呼
唤使命担当。

公交二公司S159路党员模范车长吴春
红得知疫情发生后，主动放弃年假，要求回
到岗位工作。有着25年党龄的B18路车长
童松龄主动写下请战书，他说他始终记得
1995年他加入党组织的誓言。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全市
国有企业主动担当责任，全力做好公共服务
和各项保障，活跃在工作一线的党员干部舍
小家为大家，用自身的力量为市民百姓筑起
一道坚固防线。

本报记者 李娜 通讯员 韩松杰卫明远

抗击疫情冲在前 护航民生勇担当
——郑州市国有企业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民生保障纪实

市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

(上接一版）会后，按照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要求，胡荃、王广灿、王贵欣、赵新中、
法建强、张春阳、袁三军、王福松分别前往分包的开发区、
县（市）区，就做好制度落实、疾病防控、医疗救治、物资储
备、安全保障、宣传引导、健康教育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督导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