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无临床症状的病原学检测阳性者，要求按
确诊病人管理。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赵柳影 李爱琴 文 马健
图）记者获悉，2月 17 日，郑
州 丹 尼 斯 大 卫 城 店（如
图）、人民店、花园店、正弘
城 、熙 地 港 、中 原 万 达 广
场、惠济万达广场开门迎
客，成为我市首批恢复营
业的大型商场。

据了解，为保障工作人
员及顾客的健康安全，在
做好防控措施的同时，恢
复营业的购物中心将缩短
营业时间。如，中原万达
广 场 营 业 时 间 为 11:00~
18:00，沃尔玛超市营业时
间为 8:30~21:00。惠济万
达广场营业时间为 11:00~
18:00，丹尼斯惠济万达大卖
场营业时间 9:00~18:00。

丹尼斯人民路店营业时间为
11:00~17:00。

随着部分商场首批恢
复营业，商场内的餐饮服务
是否同时复工复业也成了
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从
郑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餐饮单位如要复工复业，须
先到相关部门审核批准，严
禁浑水摸鱼，杜绝借机复
工。截至目前，餐饮住宿复
工复产审核小组还未正式
下发餐饮企业复工复产通
知书。

另外，新田 360 郑州国
贸店、新田 360绿地新都会
店、丹尼斯七天地、永威木
色、二七万达广场等商业项
目均已经联合小组现场审
验，等待复工批复。

郑州市首郑州市首批商场恢复营业批商场恢复营业
内设餐饮未经审核批准禁擅自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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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发布疫情
防控17号通告

2月16日郑州市新增3例
确诊病例信息情况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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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武汉战“疫”日记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王治）2月 16 日至 17
日，市长王新伟检查督导航空港实验区、郑东新
区、上街区、新郑市、金水区的疫情防控和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他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击疫情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毫不松懈把中央、省、市决策部署抓细抓实抓到
位，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

在察看郑州人民医院等定点诊疗医院时，他
与一线医护人员视频连线，向他们的医者仁心表
示敬意，叮嘱大家既要全力救治患者、更要做好
自身防护，筑牢人民群众的健康防线。他指出，
医院是抗击疫情的前沿阵地，要坚持“四个集中”
原则，发挥病例诊断、医疗救治、发热患者会诊等
专家组作用，对疑似和确诊患者要应收尽收、应
治必治，对不明原因发热者、密切接触者坚决排
查到位、隔离到位、治疗到位，要采取中西医结
合、一人一案等方式，全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让患者强信心、让群众更安心。

在郑东新区雅乐居酒店，他与中建三局支援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视频通话，向他们
与时间竞速、与疫情赛跑的奉献精神表示感谢，
叮嘱相关部门全力保障好、服务好，让大家随时
感受家的温暖。在督导新郑市居易酒店等集中
隔离点管理时，他要求严格落实告知书、承诺书
和解除隔离单“两书一单”，健全规范化、标准化、
程序化的管理流程，确保职责明晰、任务到岗、责
任到人；要统筹做好隔离人员的生活保障、心理
疏导等工作，坚持每天体温测量、问候电话、物资
保障、垃圾回收“四个一”服务，用心用情把隔离
人员服务好保障好。

在检查富士康集团等企业复工复产时，他强
调，企业要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把问题想得再
充分一些、把措施定得再严谨一些，（下转二版）

会议指出，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安排，经过艰苦努力，防
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会议指出，要按照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继续加强精准防控，推动有
序复工复产。湖北省要继续实施离汉离鄂通道疫情管控，坚决做到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有针对性制定实施农民工返岗运输组织方案，开行点对点直达包车，帮助农民工安全有序
返岗。视疫情变化科学安排高校错时开学。督促各地指导企业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有
序复工复产。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不得采取封路、劝返等方式阻断交通，影响复工复产。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继续做好湖北省医疗救治和保障
在加强防控同时推动有序复工复产

企业爱心捐赠汇聚暖流
众志成城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众

多企业陆续行动起来，踊跃捐款捐物，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昨日，
又一场爱心企业捐赠仪式在郑州举行。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市
监委主任周富强，市政协副主席薛景霞、王万鹏参加捐赠仪式。

此次捐赠活动，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康利达
投资集团、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郑州中瑞实业集团、河南天伦集
团、河南承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郑州昌煜实业有限公司、河南
省晨罡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振兴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河南辉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国师高考、郑州市钢铁贸易商会和河南
明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3家企业慷慨解囊，捐赠善款 738.56万
元，捐赠价值 550万元的方舟CT一套、价值 300万元的大数据医
学影像系统、价值 200万元的生活物资以及一批防护服、口罩等
防控物资。

周富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13家爱心企业表示感谢。他说，当
前，全市疫情防控正处于攻坚的关键阶段，企业正在陆续复工，防
控任务异常繁重艰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
大战，也是一次大考，（下转二版）

我省首批防疫
队伍出征武汉

本报讯（记者 王红 丁友明）2月 17日下午，河南省首批支援
湖北省防疫队伍出发前往武汉。

此次出征的防疫队伍是我省援助湖北的首批防疫队伍，也是
我省第九批医疗卫生队伍。5名疾控队员分别来自河南省疾控中
心和濮阳、三门峡市疾控中心，具备丰富的流行病学调查经验。

出征仪式现场，防疫队队员们进行了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
防疫队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服从指挥，冲锋向前。永远牢记：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坚决做到：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遏制疫
情传播，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攻坚克难，不胜不还。”

据了解，我省防疫队到达武汉后将执行流行病排查和巡回督
导任务，为武汉疫情防控工作增加新的力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
昳）河南中小学疫情防控期间“延迟开
学不停教、不停学”活动已开展一周，省
教育厅日前印发补充通知，对各地各校

“空间课堂”再规范、再部署。
此次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各

市县要指导中小学校在摸清学生家

庭电视网络（含有线电视和 IPTV）、
宽带网络接入情况，以及家庭既有
学习终端配置情况的基础上，有针
对性地向学生推荐适用、适量的学
习资源，不得将内容相似的教学资
源重复推荐给学生。未经学校统一
研究，教师不得随意向家长推荐网

络学习平台。
同时强调，各中小学校和教师要

统筹做好各科学习资源用量用时，避
免学生网上学习时间过长，杜绝超前
过快学习。另外，不得强行要求学生
每天上网“打卡”、上传学习视频等，防
止增加学生不必要的负担。要指导学
生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通过增大休息
间隔、做视力保健操、强化体育锻炼等
方式，保护学生视力，增强学生体魄。
在网上教学过程中，对小学低年级上
网学习不作统一硬性要求，由家长和
学生自愿选择。

全省疫情防控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远程会诊助力基层新冠肺炎患者救治

武汉 阴 -1℃~12℃
截止到2月17日上午，武汉

青山方舱医院已经住进来了300
多名新冠肺炎患者。

封丘县中医院康复科护士
臧博星，1994年出生的她说：“我
在方舱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谢
谢’，我们给他们说得最多的话
就是‘加油’。”为臧博星说的这
句话点赞。

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
支持他们、帮助他们？

前两天，我听到了这样一句
话：真正的施爱或帮助别人的

人，都应该是谦卑的。受难的人
是在为全人类受难，我们应该感
恩他们替我们挡了灾。

我们可能确实很难界定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
的，我们相爱，我们友善，我们互
助，我们支持，有时候我们也能
看到有敌视、有伤害、有对抗、有
仇恨。 （下转五版）

“我想，我会成为爸妈心中的骄傲！”
1997 年出生的黄飞飞是洛宁县中医院儿科
的护士，她是河南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中
90后的一员。

河南第五批医疗队总计 300人，其中 90
后共有106名，最年轻的1998年出生。

“我们 90 后是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一
代，请 80 后、70 后、60 后的前辈相信，我们
能够承担得起更多的社会责任。”1994 年 4
月出生的郑州市中心医院综合 ICU 护师王
文雅说。

靠谱，靠得住，担当，担得住，为第五批医
疗队90后医护人员点赞。

有担当的90后
“我是党员，义不容辞”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90后自我、个性化，
他们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崛起、物质的极大丰
富、文化的分化多元，他们刷着 b站、追着动
漫、“吃鸡”游戏……但是，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最具个性的90后年轻人，放下手里的“吃
鸡”游戏、穿上了闷热的“大白”防护服，汇入
抗疫的大军之中。 （下转五版）

战“疫”一线的
90后河南医护人员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王绍禹 发自武汉

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彼此
郑报全媒体特派记者 王绍禹 武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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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
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动员群
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
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当前，正在全力打响的防疫阻击战，正
是对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一次有力检验。

在防疫阻击战打响的第一时间，全市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迅速行动起
来，把资源和力量向防疫一线集结，在疫
情防控一线成立临时党组织，切实发挥基
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做到关键时刻有党组织在，关
键岗位有党员干部在。在每一个隔离区
医护团队、交通联防组、疫情防控站、疫情
监控点、入户工作队等关键部位都成立了
临时党组织，构筑了一个个抗击疫情的

“桥头堡”，把鲜红的党旗高高插在抗击疫
情第一线。

郑州岐伯山医院项目征迁建设工作
临时党支部成立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奔
赴征迁建设一线，前移战斗堡垒，创造了

“一天完成征迁”的郑州速度，打响了隔离
医院建设的“第一枪”。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支部委
员，关键岗位必须有我”……在疫情面
前，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纷纷挺在前面、奔
赴一线。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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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19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纪实

7版

省教育厅对“停课不停学”再规范、再部署

不得强制学生每天上网“打卡”

针对隔离医学观察，明确要求各地不得无故
扩大范围，擅自升级管控要求。

将通过远程指导和现场救治，全方位支援疫情严
重地区。我省重症、危重症患者已经实现对口转诊。

郑州市商务局正在组织商贸流通企业有序复工复
业。复工企业全体员工配戴口罩上岗，每日至少2次体
温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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