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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记者 李凤虎 本报记者 谢海芳） 8
月 16日，全省院感防控工作专题会议在商丘召开。会议贯彻
落实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要求，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梳
理总结全省院感防控排查中发现的问题，并对下一步的工作
进行安排和部署。

副省长戴柏华，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商丘市领导
张家明、王金启、张树仁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县（市、区）、省卫生
健康委和省直医疗卫生单位设立分会场。

会议由阚全程主持，阚全程就目前全省院感防控排查工
作情况进行了通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河南工作组
成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控处处长李六亿在分会场就院感
防控知识进行了介绍。

戴柏华强调，院感防控是底线和红线，要严明纪律，压
实责任零容忍。做好下一步院感防控工作，关键要做到“六
个到位”。思想认识要到位，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从严
从紧从细从实强化院感防控。排查整改要到位，深入开展医
疗机构院内感染风险专项排查整顿。设施设备要到位，严格
隔离病区、发热门诊设置，规范“三区两通道”，严防交叉感
染。制度落实要到位，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和首诊负责
制，落实医务人员、患者及陪护人员“应检尽检”要求，做
好医疗废弃物处理。人员培训要到位，分层分类开展医疗机
构全员培训，考核不合格不得上岗。责任落实要到位，压实
各级政府属地责任、卫生健康部门监管责任、医疗机构主体
责任，坚决防止院感事件发生，确保到本月底把疫情圈住封
死扑灭。

戴柏华在全省院感防控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

从严从紧从细从实强化院感防控

每日 学习 金句

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
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
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
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

——习近平2020年1月8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共克时艰 抗击疫情
“小伙子，你给哪家送的东

西？先登个记，把东西放在消毒
台上，我们消了毒会拿进去的。”
8月 15日早上，睢阳区新城街道
办事处金世纪社区世纪花园小区
门口，已有三三两两的商家和群
众前来送物资了。

世纪花园小区是这波疫情中
我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南某
纯的居住地。自8月1日早上接到
南某纯被确诊的通知后，睢阳区
高度重视，立即行动，随即对该
小区进行科学、规范、精准、有
序的封闭管控。

经过 14个昼夜的隔离，小区
里 1000 多名居民是否情绪稳定？
生活物资是否齐全？防护措施究
竟如何？记者带着这些疑问，来
到世纪花园小区进行了实地采访。

邻里互帮互助 纷纷争当
志愿者

刚到世纪花园小区，就看到
小区门里面几名戴着红袖章的志
愿者在忙碌，有的在拿着酒精喷
壶消毒，有的在传递送来的物
资，还有的在桌前做着登记。经
询问得知，这些志愿者都是小区
里的居民。

“我平时就是做一些辅助工
作，比如医护人员来做核酸检测的
时候，我组织群众进行有序排队，
尽量减少交叉感染。一般情况下，
就是帮居民们递送外来物资等，跑
跑腿。”说起现在的志愿者身份，
女大学生张语倢很是自豪。

旁边另一名志愿者赵萌连忙
接过话茬：“我感觉我们小区的凝
聚力比较强，因为疫情嘛，谁都
不容易，大家都能互相体谅对
方。我们作为志愿者，相应的工
作做得也很顺利。我们还经常在
业主群里发信息，鼓励大家一起
共渡难关。”

记者注意到，志愿者队伍里还
有几位老年人，本该在家安心休息的年纪，却跟年轻人一样顶着
烈日，帮助小区居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们这些老头、
老太太都起得早，所以就跟孩子们商量，我们值早上的班，年轻
人中午和晚上再来接班，也好让孩子们好好休息休息。”

谁说老人迟暮无所用，此刻，阳光下的“白发志愿者”们
身上充满了正能量，他们与病毒斗智斗勇的决心和力量丝毫不
输任何人。

安心居家隔离 不给国家添麻烦

在小区门口，碰巧遇到前来领取物资的小区居民国胜保，
当问起是否有急躁情绪时，他说：“那天突然过来好多医护人
员，说实话，我挺怕的，毕竟确诊病例就在这个小区。后来，
社区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了解释和心理疏导，这才放心了一
些。这不，小区里1000多名居民通过三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
阴性，大家才算吃了颗定心丸。我们一定会安心居家隔离，不
给国家添麻烦。”

采访许久，除了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物业人员，并没有
其他居民在小区内随意活动。居民们虽然被隔离着不能外出，但
好在衣食无忧，大家都自觉、安静、有序地过着隔离生活。

加强隔离措施 信心百倍战疫情

据了解，为了防控疫情，消杀人员每天都对世纪花园小区
的楼道、电梯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社区和小区每天通过大喇
叭、微信群等多种方式对居民进行防疫知识宣传，指导大家做
好个人防护。对居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及时答疑解惑，安抚群
众情绪。

为方便居民生活，世纪花园小区门口还设置了便民服务
点，所有物资全部都要经过登记、消毒、交接三道关卡。考虑
到蔬菜的新鲜度和小区居民需求种类不同，社区又联系了一家
超市，把超市负责人微信推荐到业主群，有需求的居民可以自
主联系。外来物资送到便民服务点后，全部由志愿者消毒后再
送到业主手中，有效阻止了外来病毒的侵袭。

“我们时刻做好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一旦发现小区里有
发热等身体不适人员，立即报告并安排隔离就诊。”新城街道
办事处金世纪社区许楼网格长随冰说，“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
同心协力，一起抗疫，我们有信心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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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祁博） 8 月 16 日下
午，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疫
情防控第二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
控工作最新进展，就群众关心的生活物
资供应和核酸检测等问题回答记者提
问。副市长王金启做主发布。

全市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
8 月 15 日 0 时－24 时，全市没有新

增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
例，但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压力依
然很大。

组织开展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我市对排查出来的密接次密
接者，在隔离管控的情况下坚持每天开
展一次核酸检测。同时，在全市启动第
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从 16日 8时至 15时
30分，已采样258万人。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和省卫健委组织调集许昌、周口、
开封等地 1000多名医务人员紧急驰援商
丘，帮助我市开展采样检测等工作。

整体清空市第一人民医院人员

8月13日晚上以来，我市按照院感预
案要求，对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内封闭的
患者和员工 2616人进行整体转移，腾出
市立医院等3家医院接收现有病人，腾出
3 所高校用于隔离医院工作人员及其家
属，目前转运工作正在进行中。

严格隔离点的规范管理

按照三区两通道的规范要求，我市
全面加强隔离点的规范管理。8月13日以
来，在中心城区和各县（市、区）租用
了部分宾馆、酒店作为隔离点。目前全
市共设立隔离点 113个，总房间数 12693
间，集中隔离 4816 人，居家隔离 9.3 万
人。

启动问责机制

经市委批准，市纪委监委对虞城县
疫情防控履职不力问题进行调查，根据
调查情况对虞城县分管副县长、县卫健
委主任以及虞城县谷熟镇党政领导等8名
相关人员失职失责问题分别给予了党政
纪处理。

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保持稳定

市商务局局长薛涛说，我市于7月22
日启动了生活必需品监测日报分析制
度。从 8月 5日起，启动发放了省、市、
县三级《应急物资车辆通行证》，确保菜
农和运输企业车辆畅通。全市销售生活
必需品的所有商场、超市和农贸市场不
关闭，保障了群众正常生活需求。

目前，我市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保
持稳定。8月16日，我市粮食类平均零售
价格为每市斤 2.57元，猪肉平均零售价
格为每市斤 19.06元，饮用水平均零售价

格为每升 3.71元，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为
每市斤 1.92元。从市场储备看，全市生
活必需品储备充足、运输通畅，能够满
足全市人民正常生活需要。

将开展多轮核酸检测

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建华说，为了更
精准地检测出病毒，更精准地实施防
控，尽早发现感染人群，切断病毒传播
链条，及时开展多轮次检测是十分必要
的。希望广大市民理解支持，积极配
合，尽快完成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之
后，我市还要开展第五轮全员核酸检
测。希望广大市民积极配合做好信息登
记和样本采集工作，在检测结果出来之
前“非必要不离商”。采集后24小时未接
到电话通知的，检测结果即为阴性。对
拒不配合、不支持核酸采样检测工作、
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
员，公安机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我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战疫情，保秋收。连日来，河南瀚斯作物保护有限
公司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的要求，周密部署，科学应对，在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的基础上，保证部分车间安全、有序生产小麦拌种
剂，为秋季农作物丰收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邵群峰 摄

8月16日始，市民到普济堂中医院取煎制好的中药。
疫情发生后，市卫健委及时制订了周密的中医预防、治
疗方案，并且向社会公开推荐中医预防、治疗新冠肺炎
药方。商丘市普济堂中医院投资100余万元，安装完成了
由25台煎药机组成的中药制剂生产线，免费为市民煎制
中药。 本报记者 侯国胜 通讯员 张开航 摄影报道

8月16日，梁园区廉政广场核酸检测点，市中心医院医务工作者正在进行第四次全员核酸检测取样工作。据了
解，本轮检测全市统一时间为2021年8月16日8时至8月17日24时。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商丘市疫
情防控码一律标记为黄码；连续两轮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商丘市疫情防控码一律标记为红码，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本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根据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
市、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联动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的统一安排部
署，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即日起
对我市贯彻执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
境条例》《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商丘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情况进行检查。检

查的内容为：
（一）各级人民政府、监委、法

院、检察院及其职能部门贯彻执行
“条例”的情况；

（二）社会公众反映的突出问题；
（三）进一步贯彻落实“条例”、

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和建议。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自即日起至

2021年 12月 20日止，广泛征集社会
各界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电子邮
箱 ： sqrdzfjcz@163.com， 电 话 ：
0370－3288008。

衷心感谢您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1年8月16日

商丘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河南省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商丘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的公告

关于新修订的防护指南，
公众特别注意篇来啦

▶▶2版 要闻

今日导读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宁 津 瑜） 8 月 16
日，在民权县白云寺镇疫情
防控 5个卡点，来自镇机关
党员干部、村“两委”干
部、民警、医务工作者、志
愿者等 180余名党员，成立
了 5个临时党支部。所有党
员面对鲜红党旗，重温入党
誓词，投入到紧张的疫情防
控工作中。

“我是党员我先上”成
为白云寺镇防控一线最强
音。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鲜红的党旗，凝聚着党
心民心。坚强的堡垒，成为
抵御疫情的中坚。

“没有 48小时核酸检测
证明车辆必须劝返。”白云
寺镇纪检书记李永凯率高速
卡口临时党支部党员，认真
检查过往车辆。

小浑子村卡点负责人管
红丽在坚守卡点的同时带领
23 名党员干部下沉到管区
13 个网格，全覆盖开展两
轮摸排工作，排查去郑返
商、外地返乡人员 71 人，
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三轮
次。

杨楼村 82 岁老党员李
万修，顶着炎炎烈日连续十
几天坚守在卡点，对来往的
车辆、人员登记、消杀。

“ 从 早 上 7 时 到 深
夜，每天对着电脑整理疫情防控的台账、人
员信息资料信息，打电话确认中高风险区返
乡人员的行程轨迹，十几个小时下来头晕眼
花，熬出了深深的黑眼圈。我是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前年刚上班的

“95 后”小伙沈明玺，新婚一个多月的妻子在
老家，他则直接住在了指挥部，已连续 20 多
天没有回过一次家。

该镇党委书记梁付营坚持住镇驻守，因
喉咙肿痛连续几天说不出话、吃不下饭，同
事们都劝他回家休息，他却说：“我作为疫情
防控第一责任人，不能只挂帅不出征、只吹
号不冲锋，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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