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2月 9日，武汉
一名71岁的患者，用发自肺腑的真情、催人泪下的
话语、最真实的心灵感受，给河南医疗队写了一封
感谢信。信中写道，医疗队无微不至的照顾，“让
我这个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感受到了社会的爱，
感受到了国家的关怀，感受到了如家人般的照
顾”，“谢谢你们给了我生的希望”，信的全文如下：

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武汉一线的报道
来自

谢谢你们给了我生的希望

尊敬的各位领导：
你们好！我是武汉一位新冠肺炎患者，

今年 2月 6日入住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分院

11楼。入住以来，你们每个医护人员的行为

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心情激动，难以平复。

我今年 71 岁了，入院前已经呼吸困难，

加上极度虚弱，几乎没有行动能力，因为是传

染病，不能有家属陪护，我对这次住院充满了

担忧。

但 11 楼的河南医疗队的小姑娘小伙子

们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让我产生了继续活

下去的希望。因为浑身没有力气，倒水、吃饭

都成了困难的事情。看到医护人员那么忙，

我也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可他们却主动地帮

我承担了这些事：每天帮我打开水，甚至还帮

我倒上半杯凉着，让我可以及时喝上温开水；

看到我打针时吃饭不方便，主动帮我打开盒

饭的盖子，放在桌子上，方便我取用。

这些小细节特别让我感动，自己的儿女

最多也不过如此吧！他们和我萍水相逢，却

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他们的行为深深地打

动着我。特别是看到他们衣服上写着“我是

党员，有事请找我”时，我真的无法控制住我

的眼泪。我必须写下这封信，必须感谢他们，

让我这个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感受到了社会

的爱，感受到了国家的关怀，感受到了如家人

般的照顾。

这几天在医生的高水平的治疗下，我的

病情有了好转，入院前呼吸困难、不能平躺，

现在我可以躺下好好地睡一觉了，痰也没有

了。我一定好好配合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多一个人出院就可以减少一点他们的工作

量，可以让他们早一点回家。

支（只）言片语无法表达我的感激、感谢

之情，我向 11楼的河南医疗队全体医护人员

鞠一个躬：谢谢你们的付出，谢谢你们给了我

生的希望。

希望你们都保护好自己，早日健康回家！

11楼病人：张冬梅
2020年2月9日

“在大家相偎取暖的时刻，我们只有用
温暖鼓励温暖、用爱传递爱，才能在无情的病
魔面前，迸发出人间的大爱。”河南医疗队护

理组组长张卫青说，不少队员读了这封饱含
深情的感谢信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让我们
努力吧！五彩缤纷的春天一定会来到。”③8

感谢信微信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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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秀良 本报通讯员 胡冰

2月 7日，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
务局发布《关于认真落实税收支持政
策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知》，
推出十项硬举措，最大限度支持企业
抗击疫情，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据了解，“十项举措”包括支持疫情
防控物资供应、支持疾控医疗救治、鼓
励公益慈善捐赠、保障生活物资供应、
服务企业科研攻关、维护纳税人合法权

益、帮扶中小企业持续发展、快捷响应
税费诉求、拓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
务、营造安全高效办税缴费环境等内
容。其中，在支持疫情防控物资供应
上，重点对生产、销售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的企业，在办理期
末留抵税额退税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
策进行明确。同时，切实减轻医疗机构
税收负担，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
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对其自产自用的
制剂，免征增值税，其自用的房产、土

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在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物资供应
方面，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加强对本地区
生活物资供应纳税人情况的了解，及时
推送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河南省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项举措”全面梳理了各项税费支持
政策和办税缴费便利措施，旨在充分
发挥税收职能作用，精准对接企业办
税需求，为企业抗击疫情保驾护航，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贡献税务力量。

河南省税务局

十项硬举措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2月 9
日，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进
一步研究部署我省疫情防控等工
作。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省长尹弘
出席，省政协主席刘伟列席。

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和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听取全省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分析研判当前疫
情发展形势，研究部署返工返岗返
学、社区农村防控、防止聚集性感染、
物资供应调配等具体工作。

会议指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时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指示精

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坚定信心、保持清醒、顽强奋战，
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面检验
和提高治理能力。要检验提高决策
研判能力，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态势，
及时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
强反应的敏锐性、判断的前瞻性、决
策的精准性、措施的针对性。要检验
提高组织协调能力，在疫情斗争中充
分体现决策执行力、配合默契度、工
作主动性，建立上下贯通、联防联控
的疫情防控工作格局，打造高效有
序、令行禁止的疫情防控指挥体系。
要检验提高统筹调度能力，抓好人员
统筹、物资统筹和区域统筹，在防控
一线集中精兵强将、集中防护资源，
让各类人才在疫情斗争中各显所长，

让防控物资在重点地区、重点部位发
挥最大作用；在做好防控重点工作的
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
作。要检验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在关
键时刻与群众心在一起、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善用群众语言，善做群众
工作，真正把群众思想疏导好、需求
服务好、力量凝聚好。要检验提高依
法执政能力，在疫情斗争中坚持依法
防控、依法履职，依法打击危害疫情
防控行为，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信息
发布，依法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在法
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要检
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及时发布信
息，回应群众关切，科普防疫知识，讲
好全省上下干群一心、团结奋战的战

“疫”故事，凝聚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的强大合力。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抓好“三

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
面小康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在做
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对标对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集中力量完成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补上全面小康

“三农”领域突出短板两大任务，确
保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确保农村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结合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以疫情防治为
切入点，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农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
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搞好春季生产
的田间管理，为全年农业丰收打下
良好基础。③3

□本报记者 刘一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省广大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把
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广泛发动群众、
紧紧依靠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闻令而动，统一思想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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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
努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

疫情发生后，省委书记王国生多次主持召开省委
常委会（扩大）会议、党建领导小组会议、疫情防控工
作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中央决策部署，研究部署全省疫情防控工作，深
入一线督导疫情防控，以实际行动给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作出表率。

1月 25日，省委组织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基层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在“党政牵头、社区（村）动员，群防群控、稳防稳
控”的工作格局中发挥作用。1月 31日，省委组织部
再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组织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带领群众
发挥好第一道防线作用。

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组织部门更好发挥职能作用、
服务保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具体措施；紧急下拨
2000万元党费支持基层党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就
广泛动员全省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驻村
第一书记发挥作用等事项进行研究部署……省委组织
部机关率先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组织部门的推动下，各地各
单位纷纷成立以党委书记为政委的疫情防控指挥部，
加强统一领导，明确分工职责，落细落实举措，带领群
众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防疫一线3600多个临时党支部
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要求，
将全省100多万名疫情防控第一线党员的思想和行动迅
速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上来，全力开展疫情防控。

发挥优势，织密织牢防线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众志成城、团结奋战，
是赢得战役的硬核力量。

我省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
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要求，共同构建起群防群控、稳防稳控的疫情防控
工作格局。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将视频画面切换到杨楼村疫情防控
卡点……”“有没有发热的？消毒设
施够不够？”……

2 月 4 日下午 3 点，一场紧急视
频会在开封市祥符区范村乡“一中心
四平台”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进行，
指挥室内只有3位会议组织者和3名
视频相关工作人员。与此同时，在全
乡各值守点检查车辆的、手持小喇叭
正在作宣传的、在消毒点负责消毒
的、在清运垃圾的每一位网格员，都
通过手机同步“参会”。

短短半个多小时，全乡疫情防控

情况就一目了然，下一步工作也得到
了安排。

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开封市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挺身而出、逆“流”而
上，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该市
借助“一中心四平台”现代化调度手
段，不仅减少了人群聚集，更提高了
工作效率，保证了关键时期指挥调度
的有序畅通。

“疫情是一场没有补考的‘大
考’，更是对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重大考验。”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说，通
过“一中心四平台”，实现了技防、人
防、物防的有机结合，确保了疫情防

控的统一指挥、协调联动、即时响应、
实时管控和高效处置，筑牢了联防联
控的严密防线。“疫情不除，我们绝不
能后退一步！”她强调。

开封市基层社会治理“一中心四
平台”系统，是市、县（区）、乡镇（街道）
综合指挥中心，和综合治理平台、执法
监管平台、便民服务平台、综合监督
平台的简称，依托“网格化管理、数字
化治理”功能，发挥“双向吹哨报到”优
势，在此次阻击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疫情冰冷，但运行中的“网格”却
时时充满温情。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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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疫情防控等工作

疫情不除绝不后退开封

更多内容请扫二维码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焦
作市中站区上市企业，也是国内第一
家生产晶体六氟磷酸锂的企业。

“公司排查出到过湖北省（武汉
市）的2人，接触过湖北（武汉）、周口、
驻马店、南阳、信阳等地人员的 116
人，全部等14天隔离期满才允许回厂
复工。”2月 9日，公司董事长李世江

对记者说。
另一家上市公司龙星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焦作龙星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有效应对疫
情，要求春节期间在岗的65名工人全
部食宿在厂里；要求市内有确诊病例
的村（社区）、邻村（社区）工人，均居
家隔离14天后方可回厂复工。

“下一步将加强原料采购、物流
运输、工人返岗等重点环节的疫情防
控工作。”龙星化工总经理刘永波信
心满满，“复工复产，我们准备好了！”

“中站区第一时间出台相关政
策，全力支持帮助辖区企业顺利复工
复产。”中站区委书记董红倜说。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温县天香面业有限公司大年初
六就提前复工，保障市场供应不断
档。公司总经理李强表示，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企业将增加市场供
应，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
企业应有的贡献。

“温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严把企业复工关，逐企制定复工
方案，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创造
条件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温县县长
李培华说。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也给
出了复工复产的答案：企业如果想复
工，要在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和卫生行
业部门的指导和确认下提出复工要
求，区里将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有

序安排，使其逐步恢复生产。同时，
焦作市政府印发了由市工信局牵头
起草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政策
意见》，从金融、用工、减负、服务等 4
个方面出台21条措施，支持中小企业
共渡难关。

截至 2月 7日，焦作市 1160家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已开工生产的企
业有88家。“经统计和测算，已开工企
业和2月 28日前计划开工企业中，用
工总人数为 99130人，其中湖北籍工
人 80人。已开工企业中的湖北籍工
人均为疫情期间未离开焦作的人员，
目前无疫情报告。”焦作市工信局局
长师少辉说。③5

“复工复产，我们准备好了！”
万众一心

加油干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刘晓波

疫情防控工作
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疫情发生
以来，郑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
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的模范带
头作用，号召党
员民警到防控
一线执勤、巡
逻，加强疫情防
控检测。⑨3
刘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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