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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鄂情深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乔彬 饶艳）1月 31日，洛阳石化第二
批发往湖北省的 64 吨聚丙烯 Y35、
Y35X产品正式出厂装运，以保证下
游口罩生产企业需求。自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该公
司及时优化生产，调整产品结构，加
大医用聚丙烯产量，24小时随时装
运，1月 24日至 31日累计出厂医用

原材料聚丙烯 Y35、Y35X 产品 915
吨。

据介绍，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聚丙
烯 Y35、Y35X产品是医用无纺布原
料，因产品性能稳定，一直受到医用
无 纺 布 生 产 厂 家 的 青 睐 。 其 中 ，
Y35X 产品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全面
替代进口产品的国产树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发生后，医用口罩需求大增。该公司
按照上级要求，行动迅速，组织到位，
对Y35、Y35X产品优先排产、优先生
产、优先外运，全力保障市场需求。

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司 2月
份将以最大能力生产医用原料，预计
可生产Y35、Y35X产品10800吨，保
证下游口罩生产企业用料，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在同舟共
济战疫情的关键期，孩子们也行动起
来了！2月 2日、3日，一段段温情的视
频、一张张生动的手抄报，开始在网上
流传。孩子们用稚嫩的画作、清澈的
童声宣传防疫知识，传递对疫情防控
一线叔叔阿姨的钦佩和祝福。

省实验幼儿园依据幼儿年龄特
点，结合园本食育课程编写了 23 首

“疫情防控”系列儿歌，通过网络发送
给家长。“疾病预防很重要，出门必须
戴口罩，不去人多拥挤处，人人宣传要
做到。”三四岁的小豆丁们站在镜头
前，当起了小小宣传员。

“这个春节，注定会成为难以磨灭
的记忆。”在这段广为流传的《危机也
是契机，生活就是功课》视频中，开封
市金明小学、县街小学等学校的 6名
小朋友，娓娓诉说着他们眼中的战

“疫”。“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习。危机也
是契机，生活就是功课。”“这个世界之
所以是美好的，正是因为有这些不肯
退缩的人。他们将自己的奋战，视为
使命。”孩子们充满正能量的表达，引
来网友点赞。

洛阳华洋国际学校开展了“华洋
学子致敬逆行先锋”活动，孩子们拿起
笔，制作出一张张手抄报，那身着白大
褂、防护服的背影，在孩子笔下格外动
人。③8

●2月 4日中午，经过 10多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嵩县闫庄镇
竹园沟村民捐献的 10万斤大葱
顺利抵达武汉市蔡甸区，为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最
前线送上嵩县人民的温暖。③5

（本报记者 李宗宽）

大人忙战“疫”
孩子来助力

洛阳石化加大医用聚丙烯产量

保证口罩生产企业需求

一句话新闻

2月4日，正阳县淘儿宁公司员工在装车外运酒精。疫情发生以来，医用消毒酒精等物资需求量急剧增加，该公司加紧
生产，保障疫情一线需求。⑨3 高万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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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2月
4日上午 8时，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
司工人叶克松准时到厂里，在门岗测体
温后，来到消毒间，全自动双手清洁，换
上胶鞋；来到风淋室，全身清洁消毒，换
上工作服；待进入灌装车间，二次更衣
消毒后，这才开始一天的工作。

“我们比平时清洁消毒措施更严
格，一天两次测量体温，在保障员工安
全和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开足马力生
产。”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为了保障民生，南阳一些涉及公
共事业运行、群众生活和疫情防控必
需以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正高
速运转，并制定了严密的防疫措施，要
求生产必须在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能
恢复。对于工业、商贸物流等领域原
定于2月 9日以后复工的企业，相关部
门正研究出台复工必备条件和申报流
程，将建立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让验
收合格的企业尽早开工。

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
作，做好新形势下全市劳务输出和企
业开工复工工作，南阳各项针对性措
施也在陆续出台。南阳接壤湖北，疫
情防控形势严峻，同时，又是人口大

市、务工人员输出大市。为了做好这
项工作，南阳探索推进有组织外出前
健康状况核查监测、有组织开展劳务
输出、有组织开工复工和可追溯信息
系统建设，简称“三有一可”机制。

南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景劲
松介绍说，对那些没有疫情、没有隐患
的村，在落实好防控要求、完善输出手
续后，要开辟绿色通道；对出现过疫情
或者有疫情隐患的村，经过不少于 14
天的隔离观察后确认没有问题的，也
可以视为安全村。对于不能立即外出
务工的，要继续隔离观察、确认安全
后，鼓励就近就地就业。

南阳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全程跟
踪，建立村、乡（镇）、县（区）、市逐级汇
总汇报制度，所有信息录入人社系统
的大数据平台，确保输出后的人员健
康安全。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表示，我们
通过有组织地开展全市劳务输出和企
业开工复工，让更多身体健康的外出
务工人员尽快顺利务工就业，让更多
本地企业尽快尽早开工，最大限度地
减少疫情对南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
和影响。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本报通讯员 王倩男

2月 4日上午，中牟县韩寺镇街头
颇为冷清，可大洪村的蔬菜大棚里却
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菜农校
利超正忙着给嫁接好的瓜苗打尖儿：

“今年我种了4棚西瓜、1棚生菜，总共
8亩多，过年没歇着。”

“韩寺镇是传统的农业乡镇，蔬菜
种植面积有 4万亩，像校利超这样的
种植户在俺镇有 7000多户。”韩寺镇
镇长刘长锁介绍，“在全力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农
业生产、保障蔬菜供应的措施，确保防
疫生产两不误。”

为保障充足的蔬菜供应，韩寺镇
对种植户开了“绿灯”。“开‘绿灯’不
是‘不设防’。”该镇副镇长杨玉荣
说，农户的农田和村庄是隔离的，要
下地，必须经过各村疫情监督岗口，
进行严格的人员排查和体温测量、信
息登记。

当下，正是韩寺镇蔬菜大棚蒜苗
收割、瓜菜育苗的关键时期。往年此
时，各家都会雇一些临时工帮忙，如
今虽不能雇人，但生产一如从前。“孩
子们都在家，一起加加班、赶赶点还
是不耽误收成的！”大洪村菜农校忠
林说。

种的问题解决了，卖的问题怎么
办？1月 28日，韩寺镇召集农户代表
与大宗收购商举行了防控期间蔬菜收
购对接交流会，听取双方的建议和意
见。该镇农业服务中心每天汇总各村
卖菜需求，截至目前，群众急需售出的
各类蔬菜约 45万斤。该镇积极协调
本地采购商小批量采购，还与中牟县
农委及大型商超、大型居民社区积极
对接，点对点直接供货投放。

“过完正月十六，就进入各类夏季
蔬菜的育苗期，我们已提前安排，针对
群众买种、买肥、买地膜等迫切需求，
做好‘服务员’。”韩寺镇党委副书记董
国增说。③8

南阳探索“三有一可”工作机制

解决务工难 全程保安全

韩寺镇防疫生产两不误

人勤春来早 蔬菜种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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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下一步，要继续认真学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把疫情防控
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进一步组织
和动员群众，充分发挥群防群治作用，
构筑起严密的疫情防控防线。

光山县距离武汉不到 200 公里，

有 5万人在武汉务工、经商、求学。疫
情发生后，全县从湖北返乡人员达
12050 人，防控任务异常艰巨。光山
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政委、县委书记刘
勇表示，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
方向，更加坚定了我们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光山将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领导干部示
范引领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外防输
入、内防扩散，不断完善和加强防控措
施，强化农村和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
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
严格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措施。与此同时，着手谋划春耕
生产和经济建设，尽量减少疫情带来
的损失。③9

（综合本报记者 李虎成 胡巨成
田宜龙 张建新 曹萍 宋敏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王永乐 王冰
珂报道）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樊欣欣

2月2日上午，由濮阳市三家医院
14名医护人员组成的该市援鄂医疗
队启程出征，支援湖北省疫情防控工
作。

“当天晚上 8点左右我们抵达了
武汉，然后迅速成立了党支部，今天就
紧接着开党支部会议、学习培训会议，
下午提前去医院熟悉了环境，我们有
信心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2月3日晚，濮阳市援鄂医疗队成员王
蕾和记者进行电话连线时说，“待到春
暖花开，我便凯旋！”

王蕾是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感
染科的护士，她所在的医院是该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定点收治医
院。自大年三十那天起，王蕾就一直
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一次也没
回过家。“疫情发生后，我们全院职工

都在加班加点，我主要的工作是在发
热门诊接诊从武汉回来的人员。”王蕾
说。

35岁的王蕾不仅是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的“女超人”，还是 3个孩子
的母亲。大女儿 8岁，双胞胎儿子才
刚刚断奶。这段时间，王蕾坚守在医
院顾不上家，她丈夫工作也很忙碌，3
个孩子全靠年迈的父母和王蕾的妹妹
在照顾。

在医院再忙碌，也有闲下来的时
候。每当此时，王蕾就特别想念家人，
尤其是孩子们。“刚开始我不敢直接视
频，怕掉泪，想孩子了就看看手机里的
照片。后来实在忍不住，趁休息的空
当就和家人视频一小会儿，告诉家人
我的状态，不让他们担心。”王蕾说。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九，王蕾在
医院一干就是 10天。2月 2日凌晨，
王蕾正在值夜班，突然接到医院发出
的通知：濮阳组建的援鄂医疗队将于

当日上午启程赴武汉支援。
王蕾是感染科护士，有着丰富的

工作经验，她早早地就表示要奔赴武
汉去支援。不巧的是这几天她的腿上
起了皮疹，要经常抹药，而且考虑到她
家中还有 3个孩子，医院领导说要换
人，但是被王蕾坚决拒绝了：“我是一
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疫情就
是命令，救死扶伤，在所不辞。”

2月2日早上，王蕾给母亲和丈夫
打去电话，告知他们自己要奔赴武汉
的消息。由于要准备所需医疗物资，
她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来不及再
看一眼年幼的孩子们，就直接从连续
奋战了10天的岗位出发，踏上了前往
武汉的路途。

“怕家人担心，我当天早起才给他
们说这个消息。我个人是不怕的，这
就是我的职责。就是放不下孩子，已
经好多天没回家了，很想念他们。”电
话那头的王蕾，声音有些哽咽。③4

“春暖花开，我便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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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团结奋战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月 4日下午 2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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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食品顺利抵
达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③4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

●2月4日，新乡版“小汤山”
医院正在紧张建设中，建成后拥
有具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隔离要求的隔离病房 28间
和负压病房 5间，预计 2月 13日
可接收病人。③5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新华社北京2月 4日电 2月 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
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会议指出，2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并对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作重要讲话。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上来，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真抓实干，把落实工作
抓实抓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会议指出，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仍然是全国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进一步扩大床位供给，征用一批酒店、场馆、培训中心等
用于集中收治疑似病例、轻症患者或观察密切接触者，
将部分三级综合医院转型为定点收治医院。调集一批
应急方舱医院、再增加2000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今晚
到位。集中优势力量，调派高水平医护团队整建制接管
重症救治医院或病区，配齐抢救设备和防护物资。扩充
基层首诊医疗力量。合理安排医护人员轮休，保障医护
人员身体健康。提高检测确诊能力，缩短检测时间，从
全国疾控系统调派检测力量支援武汉，允许符合条件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核酸检测。优化诊疗方案，将临床
行之有效的治疗措施纳入诊疗规范，加强中西医结合，
提高临床救治有效性。

会议指出，要坚决把医疗救治和防护资源集中到抗
击疫情第一线，同时确保生活必需品供应。加强统筹协
调，压实地方责任，推动医用防护服、口罩等企业加快复
工达产，最大限度发挥生产潜能，多种方式扩大产能。
对进口医疗物资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抓紧投放使用。做
好重点医疗防控物资分类使用科普宣传。保障各地生
活必需品正常供应。协调重点企业特别是央企增加生
活必需品生产。保障交通网络畅通，尽快打通部分被阻
断道路，及时解决跨区域调运中遇到的问题，提高物资
分拨效率，保障市场供给。

会议要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完善医疗资
源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根据各地特别是湖北省疫情
防控需要，进一步统筹做好医疗防控重点物资日调
度，各部门要各司其职，主动作为、通力配合。加强
交通错峰调度，避免节后人员返程大量集中出行。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
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领导小组成员丁薛祥、黄坤明、蔡奇、王毅、肖捷、赵
克志参加会议。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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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
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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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会
议作出的决策部署在广大干部群众中
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湖北嘉鱼县人民医院手术室护士
杜琼主动申请支援感染科，并已连续多
天坚守岗位。她的丈夫是一名供电工
人，负责医院周边的线路维护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我们身在抗疫一线，要尽自
己最大的力量。”杜琼表示，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继续在一线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最关
键的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让北京市石景山区发改委主任李文化
印象深刻。她表示，作为超大城市，北
京疫情防控面临着节后人员返京的挑
战。石景山区抽调330名干部，深入一
线，努力化解疫情。

信阳是河南的南大门，距离武汉只
有200公里。信阳市卫健委副主任杨杰
表示，按照中央要求，当前信阳市卫健系
统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通过严格
落实相关措施，加强疫情监测，有效控
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同时，全力
做好患者救治工作，千方百计提高收治
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是

浙江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诊治定点医院，院感部副主任瞿婷
婷表示，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

2 月 2 日 16 时 34 分，历经 23 小
时、横跨粤湘鄂三省、行程 1166公里，
载着40吨广东防疫捐赠物资的41168
次列车直达武汉。

负责此次货运的广铁集团广州货
运中心三水西货场工作人员付婷说，
为将物资尽快送到，广州货运中心成
立应急救援小组，开辟绿色通道。

华业无纺布有限公司是山东淄博
的一家生产医用无纺布企业，为抗击疫
情，企业决定春节假期期间复产复工。

江苏省工信厅二级巡视员周毅彪
表示，江苏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要
求，坚决讲政治讲大局，保证完成国家
下达的调配任务。

随着返程客流逐渐增加，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精心挑选了20
名业务精湛的高铁司机、指导司机驰

援武汉，值乘6对南昌西经武汉至郑州
东的动车组。

“疫情防控形势虽然严峻，但正常的
经济社会秩序也要切实维护好，我们要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千方百计保障铁路
大动脉畅通。”高铁司机殷世涛说，“确保
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是我们的职责！”

从1月23日至今，上海普陀区石泉
路街道石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苏雅芳
没有休息过一天。“2003年非典时，我
还不是党员，就作为志愿者每天为居民
量体温，疫情防控我有经验。”她说。

作为有经验的社区“领头羊”，苏
雅芳周密做好一系列防控安排。对于
小区中居家隔离的居民，苏雅芳和同
事们经常拨去关心的电话，按需将生
活必需品送到居民家门口。

“作为社区工作者，我们要当好疫
情防控的基层‘守门人’，尽全力给老
百 姓 一 份 安 全 感 。”苏 雅 芳 坚 定 地
说。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