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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战“疫”前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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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捐资600万
助力医院战役情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勇担社会责任，彰显企
业大爱。昨日上午，河南爱心企业向医院捐资仪式在郑州举
行。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富强，市政协副
主席王万鹏参加仪式。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郑州市城乡建设局号召发起。捐资
现场，9家企业慷慨解囊，共捐赠善款600万元。

此次捐资的企业分别是河南省一建、河南省五建、郑州市
一建、郑州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泰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郑州
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瀚阳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河南
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郑州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本次受捐赠医院全部是担负治疗新冠肺炎任务的医疗机构，
分别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市中心
医院、郑州市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周富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 9家爱心企业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疫情无情人有情，大爱之举暖绿城，企业家的爱心善举
对于动员社会各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必将起到良好的示范带
动作用。生命重于泰山，责任担当在肩。我们坚信，在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下，在省委、市委的周密部署下，在社会各界爱心
企业和爱心人士大力支持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
进 成燕 王红 文 丁友明 图）昨日
上午，来自全市 8家医院的 226名
医护工作者进驻郑州岐伯山医院。

郑州岐伯山医院总建筑面
积 26210 平 方 米 ，包 括 1 栋
7000 余平方米的现有门诊楼改
造 以 及 11650 平方米新建病区
的建设任务。

首批进驻医护人员中，市第一
人民医院共126人，市二院、市三院、

郑州中心医院、市七院、市九院、市妇
幼保健院、市中医院、市骨科医院共
64人，经过几天培训后，将开始接诊
郑州市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

记者了解到，郑州岐伯山医院
病房住院区、接诊观察区、医技综
合区三大功能区相互独立，以门禁
相互隔离。核心区域医技楼包括
手术室、ICU、CT室、检验室等，是
重症病人抢救和后续治疗的场所，
除常规隔离防护外，房间外墙还增

加了一层医学专用隔离材料的防
护层，并配备专用净化空调。在设
计上突出了功能性模块化设计，高
于现有传染病的防护隔离标准。

郑州岐伯山医院是在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原址上，改
造扩建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据悉，之所
以命名为郑州岐伯山医院，是与中
医源头有关，与郑州和岐伯山的历
史渊源有关。 （下转三版）

医护人员进驻郑州岐伯山医院
即将接诊新冠肺炎患者

2月13日 星期四 阴
来武汉已经4天，这个城市

在我印象中确实不应该这样。
前年五一，带女儿来武汉

玩过一次，去看长江、吃小吃，
长江大桥上车水马龙，小吃街
上人山人海。

现在的武汉仿佛静止了。
我跟随的河南第五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驻地在武汉火车站
附近，站在窗前就可以看到火
车站，原本应该熙熙攘攘的火
车站现在空无一人，街头空荡
荡，有时候觉得远方的烟囱冒
出的烟也是静止的。“我们的生
活按下了暂停键。”武汉人说。

朋友圈看到一段话：经历
过武汉，才知道：以后再不会抱
怨堵车塞路，因为那才是繁华
大道；余生也再不嫌弃人山人
海，因为那才是国泰民安。

来武汉 4 天之后，河南第
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正式进驻
青山方舱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
科急诊抢救病区护士卢勇兵在
他的随笔中写道：“不知不觉快

凌晨一点了，此时此刻，心情
很复杂，有些许担心，但更多
的是面对困难、新的挑战的激
动心情……当方舱医院里忙碌
的建筑工人看到我们，一边竖起
大拇指，一边高喊：武汉欢迎你
们，加油！我觉得自己瞬间就像
超人附体，浑身充满了力量。”

到今晚 8 时，河南第五批
医疗队已经接诊 71 名患者，
青山方舱医院设计的床位是
近 400 个。期待这 400 名患者
早日走出病房，迎接美好的
春天，更期待武汉这座城市
早日按下“播放键”，焕发出
新的生机和活力。到时候我
肯定会再来武汉，再登黄鹤
楼，再吃小龙虾。

昨日天晴，今日阴天。看
到一句诗：桃李不言随雨意, 亦
知终是有晴时。送给武汉，送
给所有的白衣天使。

期待武汉按下“播放键”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王绍禹 发自武汉

昨日，医护人员进入郑州岐伯山医院熟悉环境

昨日上午 8时 10分，河南
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成
员集合完毕，为首批进驻武汉
青山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送
行。截至昨晚8时，已经有三批
医疗组共计 65名医护人员进
入方舱医院，接诊患者71名。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别的都不说了，马上要上

战场，我们加油！”河南省人民
医院呼吸重症科主任王凯说，
他将带领第一批医护人员正式
进驻方舱医院。从 1985 年开
始从医，王凯在呼吸重症治疗
方面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作
为“带头大哥”的他带领 9名医
生、16名护士，在青山方舱医院

展开第一批救治工作，值班6个
小时，直到下午两点。据王凯
介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患
者进行建档、归类、分级、处置、
治疗等工作，任务非常繁重。

“我们进驻的青山方舱医
院将按照‘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原则，进舱之后，医护会
严 格 观 察 患 者 各 项 生 命 体
征，掌握患者病情变化，一旦
出现加重情况将按照流程紧
急转院。”第五批医疗队队长
陈传亮介绍。 （下转三版）

“进入青山方舱医院战场，加油！”
截至昨晚8时 河南第五批医疗队已接诊患者71名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王绍禹 武汉报道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2 月 13
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在新密市调
研检查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
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为下一步防控工作指明
了方向，我们要按照“突出重点、统筹兼顾，
分类指导、分区施策”的要求，加强调查研
究，创新服务管理，以县域为单元深化精准
防控，积极帮助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
提下尽快复工复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总
体战、阻击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
谐稳定。

徐立毅先后来到磊展机械有限公司、
万神山卫材有限公司、振东科技有限公司，
深入厂区疫情防控监测点、生产车间、餐厅
食堂等处，实地察看防护物资生产储备、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叮嘱有关人员把疫
情防控与企业生产经营相结合，在认真抓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千方百计复工复产。
他指出，这次疫情对政府治理能力是一场
大考，对企业自身管理也是一场大考，我们
要以此作为练好内功的契机，要将疫情防控
要求落实到生产经营、职工管理的每一个细
节，并着力提高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有
力促进职工素质和企业管理效能提升。

徐立毅强调，回答好怎样做好疫情防
控与企业复工统筹这个题目，区县（市）党
委政府要发挥好主体作用，要结合各自的
疫情形势、生产形势，抓紧细化制订出台积
极稳妥的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方案。复
工企业要有管理操作规范，建立“一个企
业、一名企业领导负责、一名政府防疫人员

监督服务、一套防疫流程管控”的防控体
系，做到防疫工作责任清晰、措施到位，无
盲点漏洞。

徐立毅指出，要把与防疫相关的企业
放在企业复工首位，在帮扶政策和举措上
倾斜，推动口罩等防护用品企业尽快开工
达产、开足马力生产，为各企业复工复产提
供充足的防疫物资保障。

徐立毅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由市域防控为主转向以县域防控为主，由
静态防控转为动态防控，阻击战、总体战特
征愈发明显。各区县（市）党委政府要以高
度的责任感、使命感，认清疫情防控的严峻
性、复杂性，实施更加精准的防控措施，全
面提升工作水平。要坚持科学管控、精准
施策，疫情较轻的区县（市）要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全面推动复工复产；疫情一
般的区县（市），要根据企业用工、产业链供
应情况，积极服务企业恢复生产；疫情严重
的区县（市），要按照分期分批的原则有序
推进，既要避免出现新的传染风险，也不能

“一刀切”，对企业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各
级各部门都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短
缺、原材料供应、物流配送、防疫物资筹备
等实际问题，严格执行企业复工复产在线
申报备案、企业员工健康信息打卡等制度，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
响，努力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徐立毅还来到新密市疫情防控集中隔
离点，检查集中隔离人员管控及服务情况。

牛卫国、吴福民参加活动。

徐立毅在新密调研检查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强调

以县域为单元精准防控
提高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统筹能力

本报讯 据《郑州发布》报道，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
统计处副处长（副科级）李强疫情管控期
间违反禁止集聚规定，到亲戚家聚众饮酒，
酒后驾驶，拒绝配合小区执勤人员检查，殴
打检查人员被“双开”并依法治安拘留。

2 月 12 日晚，一条“自称航空港区
公职人员酒驾闯岗、殴打执勤人员”的
视频在朋友圈转发，众多网友对此表
示愤慨。

从网友公布的疫情卡点监控视频看
到，事发时间在 2 月 12 日晚 8 点 45 分
许。据这名网友称，“自称管委会公职人
员酒驾闯岗，殴打一线执勤人员，殴打完
毕后驾车离开，此事执勤人员伤情严重。”
这条朋友圈被不少网友转发。

事件发生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处置，组织纪检监察和公安机关

连夜展开调查。
经查，2月 12日晚，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统计处副
处长李强，在其亲戚家中聚众饮酒后，驾
车返回居住小区，在到达小区门岗时，因
疫情管控严禁车辆进入与小区门岗执勤
人员发生口角，李强与同行的三名男性亲
戚又殴打门卫，导致门卫受伤。目前，伤
者已被送往医院治疗，伤势平稳。

针对李强在疫情防控期间聚众饮酒、
酒后驾车、殴打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违纪
违法事实，2月 13日上午，经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决
定给予李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李
强等涉案人员涉嫌违法问题已由公安机
关依法拘留。

同时，有关部门也将依法追究李强
亲戚在疫情管控期间违反规定聚众饮
酒的责任。 （本报记者）

郑州港区一干部违规聚众饮酒
殴打小区执勤人员被双开并拘留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
强化担当，广大党员、干部要冲到一
线，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把每一项工作、
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重大考验面
前，更能考察识别干部。对表现突出
的，要给予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对作
风飘浮、敷衍塞责、推诿扯皮的，要严
肃问责。

疫情当前，身为基层党员领导
干部，李强本应坚守岗位、靠前指
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
尽责。但从李强的所作所为看，其
明知故犯，在疫情管控期间，违纪违
规进入亲戚所在的社区，此其一；违
反疫情期间禁止集聚的规定，到亲
戚家聚众饮酒，此其二；不仅如此，
聚众饮酒后还酒后驾车，已涉嫌违

法违规，此其三；身为公职人员，李
强违规闯岗，与小区门岗执勤人员
发生口角，此其四；更让人气愤的
是，李强与同行的三名男性亲戚殴
打门卫，导致门卫受伤……

鉴于李强涉嫌违纪违法的事
实，2月13日上午，经郑州航空港区
党工委、管委会研究，决定依法依规
给予李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李强等涉案人员涉嫌违法问题
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拘留。面对现在
的处理结果，李强可以说是咎由自
取。有关部门也将依法追究李强亲
戚在疫情管控期间违反规定聚众饮
酒的责任，也是理所应当。

如此短的时间内，依法依规迅捷、
公开、透明地给出处理决定，足见郑州
市和航空港区相关方面，严厉打击
疫情防控期间违法违规的超常措施、
超常力度和超常决心。（下转二版）

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
彰显打赢防疫决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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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新华社播发《河南郑州：
广撒“数据网”捕捉新冠肺炎病毒》
通稿，介绍我市打通各部门疫情数
据，构建一体化疫情防控数据平台，
建设人员登记、语音外呼、摸排统计
等多张“数据网”，通过智能化管理
人员流动，力求精准防控疫情的探
索做法。本报今日予以编发。

天寒地冻，大雪纷飞，志愿者王建
初六值班时碰到个坏天气，双手冻麻还
得用笔在纸上写，登记从连霍高速郑州
柳林站驶出的来郑人员信息。所幸，没
隔两天，柳林站疫情防控点上换成了扫
码登记，王建只需提醒扫码就行。

“扫码登记，数据不用再层层上报，
直接进入郑州市一体化疫情防控数据平
台，后台快速筛选来郑人员信息，入市 3
小时后，重点人员排查清单就会被推送
至全市各县（市）区。”郑州市大数据管理
局负责人说，除了交通卡口，郑州市还在
小区入口、企业入口设置扫码登记，对人
员流动形成了智能化闭环式管理。

智能化管理人员流动只是一个缩
影。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下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