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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2月 5日上
午，副省长舒庆到新乡市检查监狱系
统疫情防控工作。

舒庆先后来到河南省第二监狱
和豫北监狱，慰问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司法干警，详细了解两个监狱在
疫情防控工作中采取的具体措施、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就进一步做好监狱
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再动员、再
强调。

舒庆指出，监狱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重大、使命光荣，要发挥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领导
干部更要率先垂范，做好大家的思想工
作，使队伍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同时，
要抓细抓实，把每项防控措施认真落到
实处，确保万无一失。

舒庆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司法部的安排部
署，迎难而上、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保监狱绝
对安全稳定。③8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通
讯员 蔡相龙）“主要领导干部是否坚
守岗位、靠前指挥？”“目前采取了哪些
防 控 措 施 ？”“ 物 资 保 障 能 跟 上
吗？”……连日来，在开封市的各疫情
防控指挥部、卡点、医院、火车站、菜市
场等，都能看到纪检监察系统党员干
部在防控一线主动履职的身影。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开
封市纪委监委及时成立疫情防控监督
执纪问责工作领导小组，6个监督检查
组与市委各部委、市直各职能部门、各
县区迅速“连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
各县区纪委监委同步响应。

“对于玩忽职守问题一定从严从

快处理，形成震慑！”杞县纪委监委设
置 16个疫情检查督导工作组开展监
督检查，严肃查处苏木乡高庄村党支
部书记高振生隐瞒疫情信息、疫情防
控措施不力问题，并对相关责任人进
行责任追究。“越是特殊时期，纪律越
要过硬，决不允许有令不行、阳奉阴
违问题发生。”杞县纪委监委负责同
志说。

截至目前，开封纪检监察机关已
对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涉及责任落实不
力、作风不实等问题的 92名公职人员
实施责任追究，并对 8 个乡镇（办事
处）和 1个县直单位通报批评，责令 2
个社区作出检查。③5

开封：“铁腕”惩治防“疫”不力

切实做好监狱疫情防控工作

问：为应对这次疫情，群众出行受

到一定影响，交通部门如何解决疫情防

控与服务公众出行需求的矛盾问题？

答：为防控疫情，全省大部分市县
施行了客运班线、客运包车的管控，城
市公交、地铁减少了班次，出租车限制
了营运范围。交通运输行业采取了

“三控、三保”重要措施，尽量平衡疫情
防控和日常生产生活出行需求，力争
返程途中兼顾保安全和保畅通。

做好联防联控。配合地方政府
及卫生健康、公安等有关部门，在车
站、高速公路出口设立留验站、检疫
站，积极做好乘客体温检测、隔离以
及站场、码头、运营车辆的卫生、消
毒。对运行的地铁、客车、船舶至少

“每班次消毒”“每班次通风”，城市公
交车辆至少“每日两次消毒”“每班次
通风”，货运车辆至少每趟消毒。

加强应急运力储备。按照省委
省政府统一安排，交通部门启动一级
应急响应，建立了应急保障车队管理
人员、驾驶员、车辆的信息库。全省
首批储备了 1357 台客车核载 5.4 万
座位、1754台货车核载 3.9万吨作为
应急运力，根据需要还将储备第二
批、第三批运力，确保疫情防控人员
以及防治药品、器械等运送及时、准
确到位。

严格落实“一断三不断”要求，为
运输疫情应急救援人员和防疫物资
的车辆发放“绿色通行证”、开辟“绿
色通道”，做到“不停车、不检查、不收
费 ，优 先 保 障 通 行 ”的“ 三 不 一 优
先”。目前，全省高速公路 399 个收
费站均开通了至少一条应急绿色通
道，共开通 688条。全省累计办理应
急运输车辆通行证A证 565个，运输
口罩、医疗药品、医疗耗材、消毒液等

物资共计 7579.23 吨；联合省公安厅
印制 B 证 5000 个，已分发省商务厅
1600个、省工信厅1000个。

问：返程途中有哪些风险点和易

堵点？群众需要注意什么？

答：全省 399个高速公路收费站
中，325个正常运营，因疫情防控市县
政府决定暂时管制 68 个，其中信阳
19个、南阳 21个、驻马店 7个、周口 2
个、平顶山 18个、洛阳 1个。干线公
路封闭1条，农村公路封闭186条，其
余道路安全畅通。

为保障路网畅通，按照交通运输
部要求，各地将依法依规配合开展道
路交通管控工作，不得采取封闭高速
公路、阻断国省干线公路等措施，保障
公路基本通行顺畅。对未经批准擅自
设卡、拦截、断路等阻断交通等违法行
为，我们已经要求各地交通运输局立
即报告当地党委、政府，依法恢复正常
交通秩序。对依法依规在高速公路上
下口、国省干线公路、农村公路设置体
温检测点的，我们将积极配合卫生健
康部门增设防疫检测人员，提高通行
效率，避免出现严重交通拥堵。

当前，高速公路上下站、服务区
的车流量较大，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下，为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请广大司乘朋友在高速上

下站、服务区内，积极配合公安交警
和工作人员的管控引导，主动接受体
温检测，自觉佩戴口罩，尽量不在人
员密集场所逗留。如需帮助，可随时
联系高速管理工作人员或拨打 24小
时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

问：返程高峰，很多车辆会在高速

服务区停靠休整，交通部门采取哪些

疫情防控措施来保障公共出行安全？

答：全省高速公路有 127对服务
区，受疫情防控，目前有大量的车辆
和乘客停留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交
通运输部门已将高速公路服务区作
为疫情防控的重点。

一是着力加强环境清洁。每2至
4小时对卫生间、餐厅、超市等区域进
行一次喷洒消毒，并及时做好通风，
所有服务区都提供洗手液。二是着
力加强防疫检测。配合公安、卫健等
部门，设置临时防疫检查点，所有服务
区均配备体温检测设施，为疫情防控
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三是
着力加强内部防护。工作人员当班期
间一律佩戴口罩，每 4小时测量一次
体温。四是着力加强油料、食品供
应。目前我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油料、
食品供应充足，所有肉禽蛋奶等食材
均通过正规渠道采购，确保满足应急
物资运输和群众出行需求。③5

返程高峰兼顾保安全和保畅通
——访省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

高端访谈

疫情还在持续，而各地

的返程与返工已经启动。

返程高峰怎么防控？如何

在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道

的同时保障公路交通，让在

路上和在岗位上的人都安

全，备受关注。2 月 3 日，

记者就热点问题采访了省

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兴彬。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被感染高危孕妇剖宫产
下一男婴

1月30日，对于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来说，注定是一个
毕生难忘的夜晚：经过全院上下通力合
作，一名留观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足月孕妇，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孕妇余女士在武汉居住，年前回到
信阳后出现发热、咳嗽、食欲下降、厌油
等症状，作为疑似病例转送来此隔离观
察。结合患者前期诊断病历，专家会诊
后初步考虑孕妇“妊娠期急性脂肪肝”，
属妇产科危重症，预后差、死亡率高。

30日晚 9时许，孕妇出现破水迹
象，医院立即启动急危重患者绿色救治
通道，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紧
急调来连体防护服、全面型呼吸防护屏
等医疗防护物资，妇产科、儿科、手术室、
输血科等各科室主任在最短时间赶来。
随后孕妇剖宫产下一名男婴，守护在医
院里的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31日凌晨 3时 50分，产妇再次病
危，主管医生曹伟迅速抢救，急诊科、
呼吸内科主任等迅速赶来参与抢救，
终将其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不幸的是，她第二日确诊被感染，
随后被转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出生 5天新生婴儿确诊
被感染

孩子出生后，先是被姥姥姥爷带

回，2月 2日被转送到罗山县楠杆镇伍
家坡的爷爷奶奶那里。

2月 5日凌晨，孩子突然出现发热
症状。当地乡镇干部获悉后，当即将
孩子和其奶奶一起送到信阳市中心医
院发热门诊。

“8点多孩子被送来时，留观病房全
住满了。”5日下午5时许，宝宝的主管医
生、发热门诊留观病房儿科医生刘娟告
诉记者，经过紧急调整，孩子很快被收治
进留观病房，医院随即又从新生婴儿科
紧急抽调1名医生、2名护士前来支援。

“下午孩子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
性，他也被感染了。”刘娟说，“这么小的
被感染新生婴儿，我们不敢随便用药，
只好将其放在恒温箱里，精心护理。”

3名医护人员陪宝宝一
起去隔离

按照规定，确诊病人都要被送进
定点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隔
离病区集中救治。

新生婴儿被确诊后，信阳市中心医
院紧急决定，选调医护人员一起进隔离
病区，负责新生婴儿的隔离救治。共产
党员、新生婴儿科医生王鹏、护士熊鑫，
以及一直在发热门诊护理这个小宝宝
的护士王凤娇三人主动请战，被批准进
入定点医院隔离病区。

医院护理部主任刘丽动情地说，
“他们已经是医院第三批主动请战进
隔离病区的了。”

当晚 10时许，记者联系医生王鹏
和护士王凤娇，他们均表示孩子现在
各项指标平稳。③9

信阳医护人员陪确诊新生儿进隔离区

宝宝不哭！我们陪你！

一线直击

本报讯（记者 王平）2月 5日 8时
30分，我省援鄂医疗急救运转队出征
仪式在郑州市120急救指挥中心举行，
20辆救援车及80名医护人员出发前往
武汉，参加协助当地转运患者的任务。

据了解，2月 4日晚，省卫健委接
到国家卫健委紧急通知后，迅速下达
通知召集郑州、漯河、驻马店、平顶山
等地多家医院的 20辆救援车及医护

人员，各地接到通知后，即刻组织车辆
和人员赶到郑州集结。这些救援车辆
包括普通救护车、指挥车、物资保障
车、负压车；医护人员主要由医生、护
士、担架员组成。

这是继两批河南援鄂医疗队、郑
大一附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后，我
省派出的又一支驰援武汉、抗击疫情
的医疗力量。③6

我省援鄂医疗急救运转队出征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我们要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精神，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抓好企业的复工复产。”2月 4日下
午，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董事
长刘金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在
保证员工健康和安全的基础上，让西继
迅达的电梯设备尽快送抵小汤山医院，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贡献。

2月 1日，西继迅达接到紧急任务，
要为重启建设的小汤山医院提供部分
电梯设备，其中12部 SL6000系列医用
电梯必须于2月 7日前运抵北京。虽然
时间紧迫，但刘金忠却心中有数：有公
司的智能化生产线“大显身手”，完全可
以按时完成任务。

在西继迅达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只
有自动化设备在高效作业：电梯厅门采
用了荷兰WEMO钣金柔性生产线，由
机器人集成控制，自动送料、冲剪、折弯、
无铆钉连接等工序一气呵成；喷粉生产
线采用德国瓦格纳设备，由机械手精准
喷涂，完成一件产品只需18秒……

“你看那边，8台焊接机器人在‘不
知疲倦’地工作。”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同
舟介绍，像轿厢导轨支架、门套、上下梁

等产品，通过机器人焊接，效率提升
50%以上，人员减少一大半，且质量达
到了优良等级。

2月 4日上午，省委书记王国生来
到西继迅达调研，与该公司一线员工郑
俊绍对话。“王书记叮嘱我们在完成生
产任务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身体健康，
增强防控意识，积极支持配合企业各项
防控措施。”郑俊绍说。

“疫情防控，重在抓细抓实。”刘金
忠表示，虽然智能化生产代替了“人海
战术”，但为确保安全，返厂员工必须戴
口罩、通过体温测量后才能进入企业，
且每隔两个小时会对厂区进行消毒。

100多米长的测试梯，对出厂电梯
进行质量测试；25米高的检测平台，自
动记录与储存电梯的运行数据……拥有

“国家电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西继迅
达，先后获得专利1260项，医用电梯、汽
车电梯等20多种电梯产品出口10多个
国家和地区，正在打造中西部地区最大
的电梯整梯和零部件生产基地。

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在前。许
昌市高效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和疫
情防控工作，目前，32家规模以上企业
已复工复产。③6

许昌企业战疫情抓生产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网上招聘真是
雪中送炭，找工作不用发愁了。”2月5
日，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
路街道的陈星星告诉记者，日前她参
加该区“线上春风行动”，找到了一份
动画制作的工作，现在已经开始在家
工作。

陈星星的求职成功得益于平顶
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推出的线上
招聘。该区依托平顶山市线上招聘
平台，推出时时有服务、日日有招聘

的“互联网+”线上春风行动，实现了
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不停歇。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局长董汉生介绍，疫情发生后，该
市迅速暂停各类大型招聘活动、跨区
域劳务协作、集中培训活动，加大网
络招聘、网上培训力度，统计从疫区
返乡人员，做好疫情防控和农民工、
困难人员就业服务保障工作，引导
农民工节后有序就业，确保就业局
势稳定。

该市将原定于2月初举办的全市

2020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活
动，调整为“线上春风行动”，把企业
和岗位搬到网上，实现了求职者有需
求、用人单位有招聘、网上“市场”有
服务。

活动期间，平顶山市人才交流中
心的网上招聘一直“在线”，通过平顶
山公共就业人才网（www.pdsjob.
cn）、“平顶山人才”微信公众号和手
机APP，及时发布招聘单位的用工信
息，提供更多岗位和人才信息，为各
类人才和用人单位提供免费服务。

为了支援疫区，平顶山各级人社
部门迎风逆行，火线招兵，为医疗用
品企业紧急开展针对性招聘，保障疫
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用工。

平顶山洁利康公司是全国防护
服重点生产企业之一，由于疫情防控
需要，订单剧增，已有工人远远不能
满足生产需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鲁山县人社局立即发动企业所在地
附近的 5 个社保所，为企业输送了
100多名身体健康、技能娴熟的工人，
补齐了企业用工缺口。 ③8

平顶山就业市场

线上有“春风”服务不打烊

坚守带来希望

2月5日，郑州市区迎来雨雪天气，环卫工人、
社区防疫检验员等在抗击疫情工作岗位上，保障
着城市的顺利运转。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2 月 5 日凌晨，宁陵县城市综合管理部
门抗疫情雾炮车在城区内主干道进行消杀
作业。⑨3 吕忠箱 摄

万众一心 加油干
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在前

2月5日，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办事处石
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忙碌拨打电话，
记录疫情。⑨3 张光辉 张俊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 月 5日，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暨春管春耕工作视频
调度会召开。

副省长武国定在我省分会场参会
并作发言。武国定指出，今年我省小麦
播种 8500万亩以上，播种优质专用小
麦 1350 万亩。当前小麦长势好于常
年，优质专用小麦较上年增加146万亩。

武国定强调，要在抓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毫
不放松地抓好春耕生产，努力实现夏
粮丰收和农民增收。要切实加强麦

田管理，强化苗情分类管理，开展化
学除草，及早防控病虫害，努力夺取
夏粮丰收；要抓好优质小麦生产，落
实各项扶持政策，推进优质小麦标准
化生产，促进产销衔接，持续增加农
民收入；要调整优化春播结构，坚持
以市场为导向，重点发展优质花生、
优质蔬菜和优质杂粮，增加优质产品
供给；要统筹搞好生产服务，加强春
耕技术指导，保障农业物资供应，强
化社会化服务，提高春管春耕水平，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作出河南贡献。③3

切实抓好春耕生产
努力实现夏粮丰收和农民增收

南阳认真落实“三有一可”工作机制

两天输出8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

新闻1+1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你们
是南阳今年输出的首批外出务工
人员，一定要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
控的各项措施，确保安全第一。”2
月 5日上午，来自西峡县的 100多
名务工人员即将奔赴浙江，南阳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向
他们再三叮嘱。

为了同步考虑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工作，南阳市 2月 2日召开会
议，提出了针对富余劳动力外出务
工和本市企业复工接收劳动力的

“三有一可”工作机制（有组织进行
外出前健康状况核查监测、有组织
地开展劳务输出、有组织地开工复
工和可追溯信息系统建设），力争下
好经济发展的先手棋，打赢尽快降
低疫情影响的主动仗。各县区接到

通知后迅速行动起来，特别是那些
没有发现疫情的乡镇、村组，组织专
班，特事特办，集中精力、人力，对有
明确外出意向并且已经落实好工作
单位的人员随到随测，第一时间办
好手续。再由县级防疫部门出具证
明、在人社局登记后，他们就可以正
常外出务工。2月4日，共有来自西
峡、内乡、镇平等县的391人拿到了
外出的通行证，2月 5日，又有 423
人提出外出务工申请，经检测合格
后，也拿到了外出的通行证。

南阳市还基于大数据系统建
立了全程可追溯机制，每个外出打
工者的健康状况都被记录在案，用
人单位随时可与输出单位取得联
系，了解详细情况，这样就可使用
人单位放心、务工人员安心。③8

2月 5日晚 7时 20分许，信阳市中心医院
发热门诊外，急救车的蓝灯闪烁，寒风中，为了
一个刚刚出生 5天的被感染婴儿，一群医护人

员等在路边。与这个宝宝一起跟着急救车离去的，还有 3位新生婴儿
科的医生和护士，他们将一起进入信阳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收
治定点医院——信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