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做 河南人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2月 3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召开
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精神，研究做好省政协疫情防
控工作。

会议指出，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
自督促防控工作，充分体现了总书记
心系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为民
情怀，为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省委、省政府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采取有力措
施，对防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省政
协春节期间对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
员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
求，各项工作正有序有效开展。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上来，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具体

要求上来，坚决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重大政治责任扛牢抓好；全省各级政
协组织和全体政协委员，要全力投身
打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定信
心，科学防控，发挥岗位优势，积极担
当作为，形成疫情防控的强大合力；
各级政协机关要带头落实好疫情防
控措施，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意
识，合理安排履职工作，确保不出现
疫情隐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
出政协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龚立群、
高体健、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刘
炯天和秘书长王树山参加会议。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月
3日，我省向湖北省武汉市捐赠
火腿肠 1.9 万箱 39.9 吨，速冻汤

圆 4600箱 41.9吨，速冻水饺 4600箱 41.9吨，合计 2.82
万箱 123.7吨，大力支持湖北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此次捐赠的火腿肠和速冻水饺、汤圆，由省
农业农村厅负责货源联系、组织装车、联系对接等工
作。速冻水饺、汤圆分别由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火腿肠由双汇集团提
供。经省政府协调安排，本次捐赠采用铁路运输方式。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支援湖北、支援武汉，
既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更体现了河南人民对湖北、武汉
人民的深情厚谊。我省选取的速冻水饺、汤圆和火腿
肠，来自河南的优质品牌产品，代表了河南人民的关心
和祝福。③8

本报讯（记者 李铮）如何在疫情
防控斗争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月 3日，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召开
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听取省纪委、省委办公厅、省委组
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
直属机关工委、省委高校工委、省政府
国资委党委相关工作汇报，研究加强
党的领导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具体工
作。省委书记、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复工后每天需要多少口罩”“如何
加强高校学生用餐的疫情防控”……一
个个细节问题被提出来。在会议上，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围绕机关、高

校、企业等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进行了深入研
究、提出了意见建议。

王国生强调，当前正是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越是紧要关
头，越需要加强党对防控工作的领
导。加强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
象的，要落实在实际行动上，落细在具
体工作中。要把加强党的领导体现在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政治本色上，广
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与群
众在一起，有困难一起担一起扛，有危
险站在前冲在前，真正当好群众的贴
心人和主心骨。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落
实在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实际行动
上，充分发挥大抓基层、大抓基础、大

抓支部的工作成效，真正把群众的关
切回应好、情绪疏导好、需求服务好、
力量凝聚好，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
防线。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在找漏
洞、补短板的问题导向上，时刻保持强
烈的问题意识、忧患意识，预判风险尽
可能全，查找隐患尽可能细，堵塞漏洞
尽可能快。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在
求真务实、主动作为的工作方式上，在
精准把握疫情上下功夫，确保决策更
准；在科学判断形势上下功夫，确保行
动更早；在狠抓落实、担当作为上下功
夫，确保作风更硬，努力掌控防控主动
权、提高工作针对性。要把加强党的
领导落实在营造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的浓厚氛围上，亮出身份、当好表率，
把标杆立起来；树好典型、把好导向，

把士气鼓起来，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强大正能量。

王国生要求，各级党委直属机关
工委、高校工委和国资委党委要扛实
责任、主动作为，激励引导党员干部带
头落实防控措施、带头宣传疫情知识、
带头教育引导亲属、带头坚守工作岗
位，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当先锋作表
率。要加强疫情监控，推广网上办公，
推动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安全有序返
岗；科学安排返校时间，严守校园疫情
防线，推动高校安全有序复学；落实错
峰返程，加强在途疫情防控，强化日常
防护，推动企业安全有序复产，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组织保证。

任正晓、孔昌生、穆为民、江凌参
加会议。③4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 3日召开会议，
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
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全国
疫情防控工作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医
疗卫生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人民解放军
指战员和各方面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患病者及其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两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
研究，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
保证的通知》。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中央指导组积极开展工作。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及时协调解
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有关
部门各司其职，军队积极支援地方疫情
防控。各地区成立了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挂帅的领导小组。各党政军群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
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广
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
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
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
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
面。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各方
面共同努力下，防控工作正有力开展。

习近平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
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
对外开放。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把
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来抓，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尽快找
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指出，疫情防控要坚持全国
一盘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
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
度，做到令行禁止。各地区各部门必须

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坚决服从中
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的指挥。各地区各部门采
取举措既要考虑本地区本领域防控需
要，也要考虑对重点地区、对全国防控的
影响。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
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疫情防
控形势不断变化，各项工作也不断面临
新情况新问题，要密切跟踪、及时分析、
迅速行动，坚定有力、毫不懈怠做好各项
工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
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的，对不服从
统一指挥和调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
敢担当、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
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渎
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会议强调，要着力做好重点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地
区的疫情控制住了，才能从根本上尽快
扭转全国疫情蔓延局面。要重点抓好
防治力量的区域统筹，坚决把救治资源
和防护资源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优
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
要。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要进一步完善
和加强防控，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措施，加强疫情监测，集
中救治患者，对所有密切接触人员采取
居家医学观察，完善和强化防止疫情向
外扩散的措施。各地区要压实地方党

委和政府责任，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
理，采取更加周密精准、更加管用有效
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要做好春节后
返程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人员流入地和
流出地的防控责任，加强乘客健康监测
和交通工具场站消毒通风。

会议指出，要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保障医疗防护物资供应，努力提高收治
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
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集中收
治医院要尽快建成投入使用，继续根据
需要从全国调派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同
时保护好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要统筹
做好人员调配，尽量把精兵强将集中起
来、把重症病人集中起来，统一进行救
治，及时推广各医院救治重症病人的有
效做法。（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研究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王国生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把加强党的领导落实落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刘伟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政协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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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践行誓言

这是一名45岁共产党员的最后一个春节：
1月25日，大年初一早上，和孩子们一起吃过团圆

饺子，就匆匆赶回单位值班。
1月26日，单位召开疫情防控部署动员会，依然坚

守在岗位。
1月27日转入战时机制，全员上班。已经值班两天

的他顾不上休息，又全身心投入到卡点防控工作中，从
清晨直到深夜。

1月28日23时许，仍在疫情防控一线忙碌的他，突
发脑溢血昏迷，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两天后，经抢救无
效因公殉职……

程建阳，这位汝州市公安局的三级警督，就这样倒
在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第一线。

“警察就是战士，只有倒在自己的战位上，才是最好
的归宿。”这是程建阳在个人工作总结中说过的一句
话。他用生命践行了誓言。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也是检
验党员干部初心的考场。像程建阳一样的共产党员舍
生忘死，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填写了出彩的人生答卷。

“踉踉跄跄几步，艰难地扶住路旁小树，紧接着双膝
跪地倒下，再也没有醒来……”1月27日17时50分，在
疫情防控一线马不停蹄奔波3天后，淅川县应急管理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志，56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
一天……

郑凯，荥阳市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科科长。尽管要
一刻不停地监管 35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本职工作繁
重。但疫情防控工作伊始，他就主动请战，成为党员战

“疫”先锋队的一员。1月30日0时左右，郑凯和往常一样，提前出门赶往疫情防
控服务站接班，途中不幸遭遇车祸，年仅45岁的生命刹那间陨落……

生命重于泰山。当安与危、生与死的选择摆在面前，程建阳、杨俊志、郑
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入党之际作出的神圣誓言：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

疫情面前选择“逆行”

荥阳市10号疫情防控服务站，位于郑州市中原西路荥阳和上街交界处。
中原西路是从荥阳进入郑州市的交通要道，日常车流量较大。郑凯和同事们每
天要排查过往车辆千余辆。

郑凯知道，疫情防控服务站工作辛苦、琐碎。站在公路边受冻、吸汽车尾气
不说，还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好交通疏导、人员登记、执勤人员调配、信息统计
上报、后勤供应等工作。

郑凯知道，在检查过程中接触过往人员频繁，特别是在检测敏感地区车辆，
对有发热症状的人员采取隔离措施时，稍有不慎就有被传染的危险。

但郑凯更知道，自己是共产党员，疫情面前绝不能退。自从来到疫情防控
服务站那天起，郑凯就没有休过一天班。每次他都提前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
时到岗接班。“他总是说，同事们在寒风中坚守岗位几个小时了，早点去接班，上
一班的同志们可以早点回家休息。”与郑凯一同值班的同事崔立志哽咽着说。

然而，谁也没能想到，就是每天早到的习惯，郑凯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奔赴疫
情防控一线的路上。郑凯的妻子陈素平事后泣不成声：“那天他要是晚走一分
钟，说不定就不会遭遇车祸了。”

但郑凯69岁的父亲郑长明了解儿子，如果真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还会提
前出门，绝不会让战友多等他哪怕一分钟。（下转第四版）

□丁新伟

昨天下午，我省向武汉市捐

赠的 39.9吨火腿肠，83.8吨速冻汤圆、水饺，带着

中原儿女对武汉人民的深情厚谊，搭乘火车驰往

目的地。即时食用的速冻、方便食品，是战斗在

武汉防疫一线的医务及工作人员必需品。来自

河南的援助，让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更加有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只有集中力量把重点

地区的疫情控制住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疫

情蔓延局面。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

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武汉疫情防控物资消耗

大，必须千方百计保障供应。疫情无情人有情，

疫情发生以来，来自河南的医疗、物资等援助，昼

夜兼程飞奔荆楚大地，同来自世界和全国各地的

援助一道，汇聚起众志成城的江海力量。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当前

正处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时期，疫情

防控没有一座孤岛。让疫情这个魔鬼无处藏

身、被全程围歼，离不开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再苦再难，一起顶着”。

彰显黄河儿女、出彩河南的精神风貌，奏响人间

大爱的主旋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

战“疫”必胜！3

疫情无情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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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孟向东 张建新 何可

2020年春节前夕，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病魔席卷全国。面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中原大地奋起抗击。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充满着生

与死的考验。

危难关头，全省500多万名共产党员

冲锋在前，用平凡之躯筑起防控疫情的牢

固防线。更有一些勇士壮烈牺牲，用生命

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英雄颂歌。

重点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能否保障？复工复产如何有序推进？

看六部委这样部署

节后上班第一天

战疫情 保运行 抓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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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铸忠诚

豫鄂情深

●对运输物资车辆发放 AB 证
持证优先免费过高速

●疫情严重地区人员返程
要居家医学观察 14天

中共中央致电
祝贺越南共产党成立90周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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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工作
第三场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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