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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20年 2月 10日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2月10日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5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全力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 ▲

7版

本报讯（记者 李道军） 2月 11日下
午，市委书记王战营来到市疫情防控工
作指挥部办公室，视频连线民权县、市
立医院和省派医疗专家，调度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听
取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情况汇报，
就下一步工作重点提出要求。

市领导张弛、王金启参加活动。
在连线市立医院和省派专家时，王

战营代表市四大班子和全市 926万人民，
向医务工作者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的突
出贡献表示感谢。王战营指出，广大医
务工作者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工作安排，真正做到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体现了讲
政治、勇奉献的精神，体现了较高的医
疗水平，体现了医者仁心。特别是省派
专家与商丘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坚持
在一线指导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做我们
的坚强后盾，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决
心和信心。下一步，要广泛传达 2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广大干部职工送来
的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进一步完善防
控方案，细化防、控、治措施，加强医
护人员自身防护，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
愈率，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坚决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连线民权县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办公室时，王战营指出，要明确防控重
点，巩固基层联防联控网络，筑牢交通卡
口、村庄、社区的第一道防线，防止疫情病
源输入。要强化全民防护意识，持续加强
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预防性消杀作业和爱
国卫生运动，严格落实公共场合佩戴口罩
规定，确保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要落实党
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保责任、保防控、保复工、保畅

通、保供应、保春耕、保服务，围绕做好“六稳”工作，围绕实施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一方案十专案”，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三大攻坚战、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首季“开门红”，为决战脱贫
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王战营要求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全体同志，要在
科学防疫、精准施策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
训，认真总结集中患者、集中资源、集中专家、集中救治的经验，总
结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经验，总结做好宣传教育和舆
论引导工作的经验，健全应急管理体系，补齐公共卫生短板，从源头
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建立科学高效的疫病防控体系，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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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博） 2月11日，市
长张建慧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研究
部署有序推进我市重点市政项目开工复
工工作，谋划安排2020年中心城区重点
市政项目建设，强调要在做好疫情防控
预案、严格落实防疫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有序推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点市
政项目开工复工，加快补齐城市基础设
施短板，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副市长张家明参加会议。

张建慧指出，当前，我市城市建设正
处在内涵发展、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的关
键阶段，要进一步坚定信心，以更加积极

的态度投入工作，以更加振奋的精神做
好工作，全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打
造更加宜居宜业的生活和发展环境。

张建慧要求，当前，要把疫情防控
作为重中之重，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经济发展，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通
知要求，有序做好生活垃圾发电厂及配
套道路等重点项目开工复工，科学谋
划、及早开工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推进
城市“四率”提质，不断提升污水处
理、供水、供电、供暖、供气能力，加
快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要讲究科
学、实事求是、突出重点，集中精力做

好续建工程、重要补短板工程、安置区
配套工程、国省重点项目配套工程，及
早准备涉及我市长远发展的重点工程前
期各项工作。要按照“主干道联通、次
干道成网”的原则，做好相关道路、桥
梁的续建、改造和提升。要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做好春季绿化造林准备，重点
推进黄河路等道路和人民公园、九条内
河带状公园、便民公园、游园绿地的生
态绿化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生态发展
环境，让广大市民充分体验绿色、亲近
自然、享受生活。要同步做好路口渠
化、道路照明、“十纵十横”道路节点

改造提升，因地制宜做好体育活动场所
和设施布局，有序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要切实发挥规划的引领作用，围绕城乡
总体规划，统筹做好公共交通、区域步
行系统、充电设施、“井”字加环线城
市快速路系统、综合交通枢纽等专项规
划的编制，不断提升完善既有规划，进
一步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和可操
作性。要引导施工企业做好用工、用料
和设备设施等准备工作，坚持尽量使用
本地务工人员，确因技术等原因使用外
地务工人员的，要严格履行检查监测程
序，落实好各项防疫防控措施。

张建慧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

研 究 部 署 有 序 推 进 我 市
重点市政项目开工复工工作

本报讯（记者 王正阳） 2月
11日，市委副书记陈向平轻车简
从，到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督导
调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看
望慰问乡村干部、医护工作者、公
安干警等一线工作人员，感谢他
们的辛勤付出和努力为全市疫情
防控大局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嘱
咐他们要注重劳逸结合，在做好
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自身防护。

陈向平一行先后来到商丘新
区南站收费站监测点、张阁镇沈
牌坊村、平安街道办事处居民小
区、超市和示范区一中等地，每
到一处都主动按照疫情防控规定
措施接受体温检测。“返乡人员
多不多”“群众配合主动不主
动”“出入车辆、人员能不能做
到详细登记”“防护检测器材够
不够用”“群众生活物资能不能
有效供应”陈向平详细询问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情况，仔细查看有
关登记备案记录，督促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陈向平指出，疫情防控工作
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要自觉在
各级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落实
落细疫情防控规定措施，细化管

控单元，压实各级责任，全方位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陈向平要求，要主动担当作
为，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
作用，当先锋、扛责任、作表
率，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市有关
部署要求，迅速行动，扎实工
作。要坚持科学防控，依法依规
开展疫情摸排监测、信息上报发
布、联防联控等各项工作，切实
抓好群防群控重点环节，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疫情在最短的
时间内得到响应和处置，坚决防
止疫情扩散蔓延。要深入开展宣
传，全面普及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切实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能
力，增强对疫情防控的信心。要
统筹各项工作，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要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工作，全力保障社会及群众生活
需求。教育系统要进一步细化工
作预案，扎实做好开学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确保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陈向平还对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爱国卫
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陈向平督导调研

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祁博） 2 月 11 日下
午，市长张建慧检查督导中心城区重点
市政项目开工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情
况，强调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
服务保障到位，及早谋划、有序推进重点
市政项目开工复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与经济发展。副市长张家明参加活动。

张建慧先后来到神火大道蔡河段、
商宁公路古宋河段，查看河道治理情况，

了解项目规划设计和开工复工准备情
况。张建慧指出，河道治理和内河带状
公园建设是提升城市内涵、改善城市环
境、增强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民
生工程，要科学做好规划设计，积极准
备好项目开工复工工作，推动项目尽早
建成、发挥效益。要进一步优化提升商
都公园设计方案，坚持海绵城市建设理
念，谋划好北海路、神火大道等城市道路

绿化提升工作，做好归德书屋方案设
计，持续提升城市品位、改善群众生活
环境。

随着疫情防控的深入推进和市民卫
生健康意识的逐步提高，实现生活垃圾
的集中安全及时处理显得尤为重要。在
市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张建慧向建设方详细了解项目复工准备
情况，现场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张建慧

要求，睢阳区要为项目复工做好服务和
保障，帮助企业制定完善疫情防控措施
和预案，确保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
措施和要求的前提下，项目建设管理人
员和外来技术人员有序到岗到位。项目
恢复生产后，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措施，抢抓工期、加快进度。要同步做
好项目周边道路等配套工程复工，科学
谋划设计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争取早日
实现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为创造更加舒适便捷、健康优美的
城市生活环境奠定基础。

张建慧来到静脉产业园所在的郭村
镇张胥村，了解防疫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向群众介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复工准备情况，要求大家严格落实联防
联控措施，切实切断疫情传播，全力支
持生活垃圾发电项目建设，同时及早做
好春耕备播工作，为做好疫情防控、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张建慧检查督导

生活垃圾发电等重点市政项目
开工复工和疫情防控工作

全市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同志们：

大家辛苦了！
鼠年春节，疫情肆虐。正值万家

团圆、欢度节日之际，全市广大医务
工作者肩负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神圣使
命，坚守岗位、忘我工作、无私奉
献，夜以继日地奋战在防控疫情第一
线，留下“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为
保护全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构筑了铜墙铁壁。在此，市委、
市政府向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和全省、全
市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
作出重要指示，市委、市政府坚决贯

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启动一级响应机制，动
员全市团结一致防控抗击疫情。全市
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顾大局识大
体，舍小家为大家，牺牲春节假期，
放弃家庭团聚，迅速投入到抗击疫
情、救治患者的第一线，不计个人安
危，昼夜在岗，连续作战，从测温、
隔离，到检测、救治，以实际行动筑
起了护佑生命的有力屏障，深刻诠释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崇高医德，为保护
全市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的辛苦付出，
全市人民将永远铭记。

新冠肺炎无良药，医务人员有大
爱。你们所站立的位置，就是守护人
民健康的防线；你们所展现的形象，
就是医务人员最美的姿态。你们的忘
我牺牲精神和一丝不苟的职业品格，
充分彰显了医者的初心和使命，体现
了精诚大医的责任与担当，你们是当
之无愧的白衣天使！是人民健康的忠
诚卫士！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疫情面前显担当，越是艰险越向
前。当前，我市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广大医务人员多一分担当，
疫情就少一分肆虐。希望你们继续发
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斗争精神，坚定必胜信心，
发挥疫情防控先锋队和主力军作用，
救治好患者、保护好自己、防控好疫

情。“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
风雪。”请你们放心，全市人民是你们
的坚强后盾，市委市政府将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及服务保障工作，与大家共
同奋斗，为大家排忧解难。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场疫情不可战胜。我们坚信，有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有省委省政府的周密部署，有全市人
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我们就一定
能够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全面胜
利，迎来旭日暖阳、百花盛开的春天！

最后，衷心祝愿全市广大医务人
员健康平安、工作顺利！

中共商丘市委
商丘市人民政府
2020年2月10日

致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慰问信

本报讯（记者 祁博） 昨夜 10 时许，在市区宋城路西段、
火车南站附近、建设路与凯旋路附近，进行过加水和装药作业
的消毒车纷纷启动，分散到中心城区各个节点，开始了与新冠
病毒的战斗。

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为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2月11日—2月15
日，每天22:00—24:00，我市将对中心城区开展集中消毒作业。

据市城管局副局长宋新胜介绍，本次中心城区集中消毒作业
由市、区两级城管部门联合开展，将投入雾炮车、洒水喷雾车 100
台，司机及各级调度、督导人员200余人。本次消毒区域南至华商
大道，北到黄河路，东起商都大道，西至金桥路，主要针对区域内的
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火车站、汽车站广场绿地等公共区域。消毒
将采取两机联合作业的方式进行，通过低压洒水车和高压雾炮车
多层次喷洒，确保更加全面消毒，消毒频次为每天一次。同时，三
区将针对背街小巷、社区楼院、垃圾堆放点等大型消毒车辆难以进
入的公共区域，采取多种形式不同频次的消毒。

本次我市中心城区消毒作业使用的是低浓度次氯酸钠消毒
液，消毒液以 10%的原液，按照 1:500的比例与清水混合，确保
在达到消毒目的的情况下，对人畜基本没有影响，请广大市民放
心。此轮消毒每天预计消耗消毒液3吨左右。

昨夜，我市对中心城区集中大消毒
所用低浓度次氯酸钠消毒液对人畜无害

昨
夜
，雾
炮
车
、洒
水
喷
雾
车
等
在
市
区
街
道
进
行
集
中
消

毒
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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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5项科技成果获
2019年度河南省科技奖

致全体商丘市民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