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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公告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进驻郑州市开展 2021~2022 年省委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现公示如下：

进驻时间：2021年 12月 29日~2022年 1月 22日
受理举报电话：0371-61738039

专门邮政信箱：郑州市A454号邮政专用信箱
邮编：450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每天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省委第一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郑州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
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省委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2021年12月29日

郑在抗疫
紧急求助通道
您 有 所 呼 我 有 所 应

扫描二维码 登录求助通道
https://static.zhengguannews.
cn/h5/zgjiuzhu/index.html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陈锋孙亚文）
连日来，市委书记徐立毅深入一线督导检
查并主持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每日例会，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和孙春
兰副总理调研指导要求，按照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和省委、省政府部署，对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分析研判、安排部署。

徐立毅指出，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工作
正处于平台期、攻坚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扛稳政治责任，坚持生命至上、人民
至上，立足于“快、准、严”，坚持问题导向和
数字化思维，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
点人群，进一步采取坚决果断、科学精准的
措施，尽快圈住封死扑灭疫情，坚决守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徐立毅强调，要争分夺秒加快流调、排

查、溯源，突出高风险场所的排查和重点人
员的流调，深挖彻查，确保落实到人、管控
到位；要对前期排查密接、次密接人员进行

“回头看”，确保 100%覆盖，有效消除所有
风险点。要滚动推进核酸检测，优先完成
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的检测，坚持采、送、
检、报一体推进，深化“敲门行动”，确保不
漏一人，尽快捞干捞净潜在感染者。要严
格重点人员隔离管控，隔离酒店要严格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严防隔而不离、隔而不
严；居家隔离、封控区要严格落实“三个必
须、一个参照”，即必须封管到户、必须单人
单间戴口罩、必须上门采样，封控区人员参
照居家隔离措施进行管理，严防社区、家庭
传播；隔离点要配备“五个一”工具包及保
障防疫中药等“四药一品”，确保足量供应；
入境人员隔离酒店要进一步强化隔离措

施，严格标准、加强服务，加强督导检查，坚
决防止内部感染和外溢。要做好社会防
控，坚持从严防控与精准管控相结合，严格
管控各类人员密集场所和密闭公共场所，
严格落实封控区足不出户、管控区足不出
小区的要求，坚持交通管控“进”“出”同管、
管理与服务相统一，严防疫情输入和外
溢。要用心用情服务群众，重点关注孕妇、
母婴、残疾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积极
开展上门服务，切实满足群众对物资供应、
就医用药的需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
温暖、城市的温度。要增强常态化疫情防
控专项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在前期“三
个专案”基础上，紧紧围绕流程和大数据，
完善工作机制，在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质
量中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徐立毅深入到二七区、管城区、中原区
封控管控区、定点救治医院、集中隔离点、
核酸检测点等地明察暗访，督导检查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实地察看重点区域管
理、人员管控、核酸检测、物资保障等情况，
仔细了解流调排查、隔离管控、上门服务等
工作落实细节，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他强
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流调、排
查的精准度，尽快排查出潜在的感染者和
风险人员，清除风险隐患，尽快实现高标准
社会面“清零”。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广
大党员及市直机关下沉社区干部作用，广
泛发动群众，用好志愿者力量，群策群力打
赢打好疫情防控这场主动仗、阻击战。

侯红、杜新军、高义、吕挺琳、牛卫国、
陈明、虎强、马义中、陈宏伟、王万鹏等参加
调研或会议。

2021年岁末，北京中南海。
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

民主生活会上，一份重要报告——
《关于 2021年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摆在与会同
志案头。

“我们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顽瘴痼疾，建立基层减负常态化
机制，激发基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经过坚持不懈努力，党风
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务实中肯的评价，充分体现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
不息抓作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的丰硕成果。
一年来，党中央一系列部署

举措为基层干部减负、为治理能
力 增 效 ，成 果 不 断 惠 及 人 民 群
众。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集中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积极成效
不断彰显，（下转三版）

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
——2021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
新华社记者 王琦 孙少龙 高蕾

徐立毅督导检查并主持召开疫情防控例会强调

联防联控科学防控精准管控
尽快实现高标准社会面“清零” 昨晚，央视《东方时空》栏目以“郑州：解决生活难题

‘郑在抗疫’求助平台上线”为题，报道了郑州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正观新闻“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正式开
启后，搭建起守望相助、协力战“疫”的互动平台，点对点为
市民解决生产生活的难题，接受疫情防控的合理化建议。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帮到底，疏解了民生痛点，给抗疫
工作提供了更多温暖的力量。

有一座城，叫众志成城！有一种希望，
叫守望相助！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郑州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正观新闻“郑在
抗疫·应急求助平台”迅速开启，用“一直都
在”的负责态度倾听每一位求助者的心声，
也将市民抛出的种种“怎么办”顷刻之间落
实为“郑在办”。

“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运转第五
日，工作人员的倾听和记录持续至夜幕降
临，防疫一线众多部门单位倾力解难的负责
和付出仍未降温，有态度、有速度、有温度的
关注和关爱持续温暖着每一位求助人。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 18时，“郑
在抗疫·应急求助平台”当日共接到379条信
息（疫情政策类 93条、寻医买药类 48条、交
通出行类 48条、健康码问题类 107条、食品
供应类5 条、学生教育类3条、企业服务类13
条、防疫线索举报9条、其他53条），办结115
条，其中办结群众紧急求助事项12条。

二七区兴华南街 16号院 2单元 6楼西
户家中居民曾经患过脑膜瘤、甲状腺乳头
癌，并曾做过开颅手术，由于所在小区处于
管控区域，家人无法出门买药，而患者面临
断药的困境，紧急求助“郑在抗疫·应急求助
平台”。平台与求助人联系后，迅速将相关
情况转至求助人所在办事处社区进行处理，
社区工作人员确认求助人家中情况后，安排
人员购买了同类型可替换的药品，快速送至
求助人家中。

二七区保全街 10 号院魏女士求助，奶
奶身患重症在郑大五附院住院，但医保卡(铁
路医保)和身份证被姑姑(无症状确诊者)携
带至岐伯山医院，但医院没有开辟通道将相
关卡证送出，希望“郑在抗疫·应急求助平
台”协调相关部门帮忙解决问题。

平台将相关情况转至市卫健委后接到
回复：经与定点医院工作人员沟通联系，患
者携带入院的家人身份证和医保卡可以经
严格消毒后取出。已给在院患者和病区医
务人员联系安排，做好配合，对所取出的身
份证和医保卡严格消毒后，送出病区。

郑东新区大有庄社区居民求助，称在阜外
华中心血管医院工作，并无中高风险旅居经历，
近期也在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且结果均
为阴性，但健康码12日下午转为红色，为避免
给家人造成影响已在室外待了20小时，希望相
关部门将其健康码由红码改为绿码。

郑东新区接到平台转来的信息后迅速
处理回复：求助人为安阳来郑的护工，按照
我市管控要求安阳来郑人员需要进行居家
隔离，目前投诉人正在阜外医院的隔离病房
落实居家隔离。 （下转二版）

省财政下达13.6亿元支持
234个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记者昨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省财政
近期下达灾后重建资金 13.6亿元，支持全省 234个灾后恢复
重建项目实施，推动受灾地区加快恢复重建、尽快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

该批灾后重建资金中，有 0.8亿元用于省人民医院、省中
医院、省胸科医院、省科技馆新馆等灾后恢复重建；其余 12.8
亿元用于受灾市县供水、排水、道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以
及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

省财政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省财政将强化财政资源
统筹，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为支持灾后重建和群众生产生活恢
复提供有力保障。

“郑好办”更便捷！

我市不动产登记
实现全流程掌上办

本报讯（记者 曹婷肖雅文 通讯员 陈旭杰）记者昨日从市
大数据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了解到，为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
便利，目前郑好办APP“不动产登记一件事”再上新业务，房屋
首次登记也能掌上办，不动产登记全流程实现了线上办理。

据了解，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联合市大数据局开发上线28项
涉企“不动产登记一件事”，涵盖房屋首次登记（单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等涉企高
频事项，企业申请不动产登记可以通过手机实现“掌上办”。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上线是在前期已上线的46
项自然人“不动产登记一件事”基础上，为优化企业办事再度
深研开发的事项。2021年以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按照“一
网通办、一次办成”政务服务改革要求，通过“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服务，全年在郑州政务服务网、“郑好办”等线上办理业
务 33.5 万件，占比全年业务量的三分之一，尤其在疫情防控
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自去年 12月 9日上线以来，该中心已与大豫公证
处、中州公证处、华夏公证处等多家公证机构实现系统互联对
接。此次疫情期间再次与多家公证机构深度联合，配合全市
不动产登记“网上登记”模式，推出“线上公证”，打通了继承公
证涉及不动产登记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不动产转移登记（继
承）类业务的全流程、全线上办理，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捷安全
的服务。

自从郑州开始全员核酸检测和重点人
群核酸检测以来，郑州人民医院转化医学研
究中心的检测量骤增，现在每天平均检测量
达到2万、甚至3万以上，是平时工作量的10
倍。据悉，为快速应对疫情、积极响应上级
部门要求，郑州人民医院承担了中原区、管
城区四万余重点人群的核酸检测以及郑州
市阳性样本的复检工作。

一份份高效、精准的核酸检测报告的及
时出具，除了设备上的提升完善，离不开幕
后“大白”们的辛苦付出。

与时间赛跑，同病毒较量。从采样到出
具结果，群众几小时的等待，是这些幕后“大
白”们24小时不停歇奋战的成果。在这里，
他们是“病毒猎手”，争分夺秒，精准“侦察”，
昼夜不停地探寻病毒的“蛛丝马迹”，为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技术支撑。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王佳男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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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空

央视《东方时空》昨晚报道
“郑在抗疫”求助平台

郑州“一直都在”持续刷屏：
为你讲述一座城市的温暖和担当

诚如网友所言：“深圳的‘电话发我’，是深圳效率的
底气；郑州的‘一直都在’，是中原大地的坚韧与朴实，是
河南人民默默扛起责任，永不言败的精神底色。”

守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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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加油！加油河南！我
们：一直都在！！

在 2022 年的中国抗疫大军
中，当深圳卫健委一句“电话发
我！”引来众多点赞之时，郑州医
护人员的默默坚守“一直都在”，
更让无数人瞬间破防。

“一直都在”刷屏全网
1 月 12 日，郑州报业集团正

观新闻冬呱视频发布原创纪实短
片《媒体人视角看抗疫背后的故
事》，以郑州中风险区域居家隔离
记者的亲历者视角，聚焦疫情防
控中市民的隔离生活和社区医护
人员及志愿者的日常工作。

短片首发上线不到 24小时，
即获央视频 APP首页推荐、搜索
栏目热点推荐，被南方都市报、都
市时报、白鹿视频、百姓关注、点
时新闻、齐鲁电视台等几十家媒
体和网络大V转发刷屏。

截至1月13日中午，该短片微
博阅读量已超过 110万，在抖音、
快手、微视、B站等平台累计获数百
万点击量，登上今日头条、新浪微
博等各大媒体平台热搜热榜。

高关注度的背后，是疫情之
下，郑州市一线抗疫人员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辛苦和不易。

“听到‘一直都在’泪崩了，医
护人员太辛苦了！”“我是一名社

区志愿者，每天我们都在这样与
病毒抗争着，每个细节都不能忽
略，一直都在！”“向所有奋战在一
线的工作人员们致敬，你们辛苦
了！”网友们纷纷在各大平台接力
点赞，写下数千条暖心留言。

一位微信昵称为“祝”的网友
深情表示：“深圳的‘电话给我’，
是深圳效率的底气；郑州的‘一直
都在’，是中原大地的坚韧与朴
实，或许少了些深圳的霸气，却是
河南人民默默扛起责任，永不言
败的精神底色。”

记者讲述镜头背后故事
短片的拍摄制作者、正观新

闻冬呱视频记者申佳鑫回忆起
这些天的经历，想说的有很多。

“1 月 4 日凌晨我看到郑州疫情
的相关通告和流调信息时，还没
意识到危险已经在身边。”疫情
的出现，使得申佳鑫所在的保全
街 28号院，成了最先一批被封控
的小区；由于楼栋里有确诊病
例，她所在楼栋的居民都被要求
足不出户，居家隔离。1 月 5 日
当天，申佳鑫和父母接了一整天
的流调电话，被告知他们是时空
伴随者。“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
事情会如此近距离地发生在身
边，但既然事情出现了，总要做
点什么。”（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