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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如何进一步保障
老百姓“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的
质量安全，让广大群众吃得安心？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总监王建
防透露，为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今年
1月，我省密集开展抽检，共安排省级食
品监督抽检 6289批次，总体合格率达
98.7%，全省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向好。

复工以后，食品安全监管任务更

重。王建防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正
对开门营业的餐饮经营者开展监督检
查，严禁从业人员带病或隔离期未满
上岗，严禁采购使用未经检疫或来源
不明的肉类及腐败变质的食品原料，
特别是严禁使用野生动物或活禽进行
饮食加工等，并督促网络订餐配送严
格落实“封签”制度，保证配送过程食
品不受污染。③8

“凡是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

乱市场、发‘疫情财’的人，要罚得他

倾家荡产。”在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上，回答如何进一步稳定物价的提

问时，省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马林青的这句话，让现场的记者们

纷纷点头。

疫情期间，物价非正常上涨问

题尤为受关注。对于物价管控，公

众在了解职能部门具体举措的同

时，更需要看到“非常时期采取非常

之策”的决心。当“天价白菜”“高价

口罩”这些带着刺的疑问，得到政府

监管部门强有力的正面表态，公众

将从这份“决心”里得到更多的“安

心”。

这也让记者想起日前跟随郑州

市惠济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现场

“打假”的情形。在群众举报售卖假

冒“飘安”口罩的药店里，执法人员

在秉公执法的同时，更是“怒其不

争”。“这是非常时期，卖假口罩不仅

是谋财，更是害命，你们怎么能干得

出来！”基层执法人员的眼中有着焦

急，还有泪光。

按照顶格处罚的原则，这家药

店被给予 7 万元的行政处罚。希望

不再有售卖假口罩或“天价白菜”这

样的事情出现，相信有了政府监管

部门从快从速从重顶格处罚的强大

决心，市场保持正常运转、公众放心

全力抗“疫”，就多了一个强有力的

保障。③8 （本报记者 孙静）

本报武汉讯（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2月 5日下午，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临时党总支成立。

“当前援鄂医疗队队员收治病人任务非常重，为了更好地发挥党支部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经上级批准，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临时
党总支成立。”省卫健委艾防办主任、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队长刘心想告诉记者。

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总计122人，来自 7个省辖市和1个省直单位，为
了更好地开展工作，8个临时党支部也宣布成立。随后医疗队员迅速奔赴救
助患者一线。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曹萍）2月 5日，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2月 4日 0时—24时，我省新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89例，新增
出院病例21例。截至目前，全省累计报告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764例，其中重
症病例 38例、危重病例 19例，累计死亡病例 2
例，累计治愈病例41例。③4

本报武汉讯（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
2月 3日晚7点，在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
队驻地宾馆，新乡市领队王好义召集队
员开起了小组会。

“大家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切记要照
顾好病人，不是党员的也要按照党员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王好义说。

“领队，我想入党。”新乡医学院三附
院急诊科护士李瑞云说着掏出了自己手
写的入党申请书。

“怎么想起来现在入党？”王好义问。
“上飞机来武汉前我已下定了决心，

入党申请书就是在飞机上写的。”原来，
之前新乡医学院三附院援助新乡市传染
病医院时，李瑞云就报了名，不过当时科
里要求党员优先，她没被选上。这次随
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李瑞云早
早地就向护士长交了“请战书”。

李瑞云其实是个“85后”，临行前尽
管父母没有说啥，但母亲还是整夜没有
睡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医护人员不冲上
去，咋能对得起‘白衣天使’的神圣称谓

呢！”李瑞云笑着说。
与李瑞云不同，新乡市第一人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红义的入
党申请书是在手机上写的。

“我和李红义都来自新乡一院，我对
他的情况比较熟，他闺女今年要高考，刚
开始硬不让他来。”王好义告诉记者。

李红义安慰女儿，爸爸的身体没问
题，这个时候医生不冲到前面，病人靠谁
呢。最后女儿还是同意了，女儿在微信
朋友圈里留言：爸爸去了武汉，是我心目
中的大英雄。

小组会后，还未入党的年轻同志深受
鼓舞，大家纷纷提出了想要入党的想法。

看到队员们热情高涨，王好义赶忙
向上级汇报，新乡市卫健委妇幼保健科
科长杜慧即刻传来了书面回复：凡是在
疫情一线的入党名额均不占用本单位年
度入党指标，在疫情一线申请入党，表现
一贯不错的，可以吸收入党。

消息传来，队员们干劲更足了。“这
些年轻人有技术、有经验，吸收他们入党
会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队伍会更好带。”
王好义觉得，在战“疫”前线，除了救死扶
伤，带一批“准”党员平平安安回家也是
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③6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2 月 5
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洛阳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总指挥李亚轻车简从，
不打招呼，深入基层社区、定点医
院、高铁站等疫情防控一线督导检
查。他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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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强
化党建引领，坚持群防群治，推动
重心下沉，切实把落实工作抓实抓
细，筑牢阻断疫情传播的坚强防
线。

李亚先后来到洛阳升龙城小
区、洛阳理工学院珠江路家属院，检
查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他说，
社区防控是内断传播防扩散最基
础、最关键的环节。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时刻，人民群众有没有信心，关
键看党员干部有没有担当。广大党
员干部要站得出来、冲得上去，推动
重心下移，夯实基层基础，筑牢阻断

疫情传播的坚强防线。
李亚还走进涧西区一家集中隔

离定点医院，详细询问病房床位、现
场消杀、后勤保障等情况，并来到高
铁龙门站，现场检查防控工作，看望
慰问执勤人员。

李亚在调研中要求，各级各部
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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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
决策部署，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
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要强
化领导力、提升管控力、遏制传播
力，坚持群防群治、重心下沉，发挥
群众智慧，采取更加精准科学周密
的措施，坚决切断传播途径。要强
化党建引领，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
为，在疫情斗争中经受历练考验，
注重在防控第一线考察、识别、评
价、使 用 干 部 ，激 励 干 部 担 当 作
为。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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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24小时一日回放

抗击疫情特别报道
2月 4日 22时至2月5日 22时

2月 4日
22：00 周口老乡创作歌曲

为中国加油

23：00 三所“方舱医院”在武

汉开建，已搭起数百张临时病床

2月 5日
00：00 即日起，焦作市市民

购买退烧、止咳类药物，实行实名
登记制度

01：00 全国首例！提前复

工老板被拘留5天

02：00 河南农民用白酒提

炼1200斤酒精捐医院

03：00 2月5日起，杭州市各

婚姻登记机关暂停办理所有业务

04：00 驻鄂部队支援武汉

方舱医院建设

05：00 南京实施小区封闭

式管理

06：00 2 月 5 日零时起，漯

河全市实行交通管制

07：00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

3156例，累计确诊病例16678例

08：00 全国新增确诊病例

3887例，累计确诊病例24324例

09：00 河南新增确诊病例

89例，累计确诊病例764例

10：00 河南已查处价格违法

432起，对“高价白菜”处罚50万元

11：00 口罩紧缺咋办？河

南：正加班加点生产，并严控质量

12：00 郑焦城际铁路往返

12趟列车临时停运

13：00 驻马店确诊患者治愈

出院

14：00 周口川汇区实行“全

民不出门”？谣言！

15：00 第五版诊疗方案公布：

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16：00 专家回应无症状感染

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

17：00 信阳告急，急需 N95

口罩1.3万个

18：00 武汉出生30小时新生

儿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19：00“河南版小汤山医院”

综合楼验收交付

20：00 湖北再次紧急下达2

亿元救治场所补助资金

21：00 铁路部门再次调整免

费退票，2月6日前购票可免费退

22：00 武汉定点医院只收

治确诊重症危重症等病例
微博关注大河报发起的话题#

疫情实时播报#
（播报整理 朱琨 孙贝 刘金

环 孙轶）

群防群治 重心下沉 抓实抓细
筑牢阻断疫情传播的坚强防线

2月 4日 0时—24时

我省新增出院病例21例

战“疫”一线，他们递交入党申请书

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总支成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保障药械供应 稳定市场价格
□本报记者 孙静

如何进一步稳定市场价

格，防止“天价白菜”等现象再

次发生？如何保障药械供

应？如何保障口罩等物资质

量？2月 5日，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

青等相关负责人就群众关心

的问题答疑解惑。

眼下，很多群众买不到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用品，市场监管部门将采取
何种措施确保防疫物资市场供应？发
布会上，面对记者提出的问题，马林青
给出的关键词是“加快审批”。

马林青介绍，省市场监管局已开
设绿色通道，对生产口罩、消毒液等当
前紧缺物资的企业特事特办，只要符
合生产条件，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
证照手续，企业可以立刻开工生产。
同时，省药监局对疫情防控所需的医
疗用品、用械等全部实行快速审批，帮

助企业尽快投入生产。
截至目前，我省已对 15家医用外

科口罩等产品进行了生产许可快速审
批，新注册医用外科口罩产品 2个，恢
复 1家企业防护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
法定效力，生产许可增项 3家，防疫物
资生产能力快速增长。

同时，为保障海外进口捐赠的防护
类用品尽快通关，省市场监管局已委派
专人驻海关联合办公，做好鉴别验收进
口医用防护物资、检查负压救护车等特
种车辆等工作，以保障物资尽快通关。

疫情发生后，疫情防护用品和群
众生活必需品价格问题成为社会关注
的热点，如何稳定物价，让“天价白菜”
事件不再发生？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省药品
监管局党组书记雷生云说，市场监管
部门组织执法人员对粮油肉、菜奶蛋
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口罩、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价格依法开展了严格监管；全
省 12315工作平台 24小时保持畅通，
积极受理各类投诉、举报和咨询等。1

月 23日到 2月 4日，全省共查处价格
违法案件 432 起，当场处罚违法案件
199起，本着顶格处罚的原则，对哄抬
价格行为起到了震慑作用。

“当前城市人口大量回归，会出现
节后消费品采购次高峰，容易出现价
格波动。”雷生云说，市场监管部门将
继续加大对防疫用品和生活用品价格
的监管力度，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
击哄抬物价、串通涨价、变相涨价等不
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口罩等防疫用品紧缺，不少人担
心，这些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口罩，在
质量上能否得到保证？

“萝卜再快也要把泥洗干净。”省
药品监管局副局长苏其超说，我省宣
布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
急响应后，省药监局组织多个检查组，
分别赶赴生产企业集中、产量大的郑
州、平顶山、新乡、长垣、滑县等市县，
对疫情防控用械生产企业逐一开展质
量管理体系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原材
料、人员、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出厂检

验等关键环节，要求企业严把质量关。
对于售假行为更绝不手软，数据

显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出动执
法人员 2万多人次，检查各类经营场
所近 2万家，截至目前，查处生产假冒
伪劣口罩案件 15起，查扣了一批假冒
伪劣的医用口罩、手术衣等产品。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重点生产
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对那些制假售
假、坑害百姓的违法犯罪行为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苏其超说。

1 确保供应：开设绿色通道加快审批，帮助企业尽快投产

2 稳定物价：对哄抬价格者，从快从速从严从重处罚

3 用得放心：对药械生产企业逐一开展质量把关

4 吃得安心：严禁餐饮从业者带病或隔离期未满上岗

有决心更放心

我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成立临时党总支，党员在重温入党誓词。②49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侯建勋 摄

2月 4日，洛阳德之康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员工在加紧生产 84消毒液、医
用酒精等产品。⑨3 潘炳郁 摄

节后，宜阳县洛阳富隆特体育用品
公司员工正在加紧生产护目镜。⑨3
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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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2月 5日，省委
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到长垣调研
医疗防护用品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勉励企业开足马力，挖掘产能，
坚决完成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保障
任务。

黄强一行先后来到河南亚都、
飘安集团、华西卫材等 11家企业，
对企业为抗击疫情作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深入生产车间了解原材料供
应、用工及产能产量情况，协调解决
企业生产面临的问题。

黄强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
认识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保障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和万分紧迫性，克
服一切困难，全力保障供应。各级
各部门要主动对接企业，强化统筹
协调，切实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当
好企业的“服务员”。相关企业要开
足马力，想方设法扩大产能，同时做
好厂区防疫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要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疫情
防控物资生产和保障工作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③5

坚决完成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保障任务

2月 5日，市民在南阳中心城区一
家超市内选购蔬菜。⑨3 崔培林 摄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成钰）2 月 5 日，由中建七局承建、
被称为“河南版小汤山医院”的郑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项
目开始验收，综合楼通过验收并交
付，新建病区也于当天完成预验
收。

作为郑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总建筑面
积 26210平方米，包括 1栋 7000余
平 方 米 的 现 有 门 诊 楼 改 造 以 及
11650 平方米新建病区的建设任
务，包含医患床位约800张。

综合楼即为原门诊楼改造工
程，总建筑面积 7000 余平方米，原
用于医院门诊部及急诊病房用房，
改造后将用于医院后勤行政办公和

医务人员住宿，其中包括 1 个消防
监控室，2个会议室，2个餐厅，30间
办公室，57间医务人员住宿用房。

当天完成预验收的新建病区，
将主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患者的收治。新建有病房区、门
诊区、医技区等，共有床位数 285
张，手术室2间。

此外，样本采集和检验因隔离
需要，该医院还设置了三个独立的
较小房间。手术室、ICU、CT室、检
验室各功能区域之间以医护通道
隔开。接诊病人检查、医护人员通
行、病房住院病人进入医技楼复
查、病房住院病人进入医技楼手术
室抢救设计为相互独立的流线，避
免交叉重叠，将隔离功能做到了极
致。③3

总建筑面积26210平方米，床位约800张

“河南版小汤山医院”开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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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2月 5日，省
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到平顶山
市调研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持续大抓基
层基础，在火线上锻造更加坚实的
组织堡垒，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孔昌生先后来到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郑栾高速平顶山西站防控点、
石龙区高庄街道山高社区等地，实
地察看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看望慰
问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并与有
关同志一起对疫情进行研判。孔昌
生还专门到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
公司调研，了解口罩、防护服生产情
况，提出要开足马力，组织好生产，
全力以赴保障重点医疗防控物资生

产供应。
孔昌生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对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跟进
学深入学，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好
党中央决策和省委、省政府部署，
进一步找差距补短板，以科学举措
和务实作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确
保群众的健康安全。广大基层党
组织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带
领党员群众精准防控、严防死守，
健全完善科学、规范、精准的工作
机制，构筑起防控疫情的严密防
线。广大党员要发扬连续作战精
神，冲锋在前、战斗在前，做到哪里
有疫情、有群众，哪里就有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要坚持“两手抓”，
在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的前提下，积极谋划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工作。③9

在火线上锻造更加坚实的组织堡垒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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