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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24小时一日回放

抗击疫情特别报道
2月 8日 22时至2月9日 22时

2月 8日
22：00 湖北省副省长：防护服

产量有增加但每日至少仍有 1.1 万
套缺口

23：00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应

收尽收刻不容缓

2月 9日
00：00 最新消息！郑州公布2

月7日新增8例确诊病例情况

01：00 郑州市区确诊病例小区

新增2个！8例曾参加一越南旅游团

02：00 湖北省纪委机关、省委

组织部近日发出通知：整治6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03：00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积

极协调解决全球抗病毒装备缺口问题

04：00 免职！平顶山一区卫

健委党组书记防控工作中失职失责
被通报

05：00 上海疫情防控工作发

布会介绍：新冠肺炎传播途径含气溶
胶传播

06：00 湖 北 新 增 确 诊 病 例

2147例，累计确诊病例27100例

07：00 郑州一医护人员隐瞒

接触史，确诊新冠肺炎后被开除

08：00 国家卫健委：新增确诊

病例2656例，累计确诊37198例

09：00 河南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53例，新增死亡病例2例

10：00 疫情速报！郑州一确诊

病例曾在新乡参加聚会并停留3天

11：00 河南省总工会：倡导孕

妇、哺乳期妇女远程办公，加强对该
群体特别保护

12：00 武汉今起一天消毒两

次：每日上午10时、下午4时左右

13：00 郑州发布13号通告，自2

月10日零时起，在疫情防控期间全市
统一上线居民小区健康登记管理系统

14：00 郑州市区确诊病例小

区新增4个，共56个

15：00 国家卫健委：除湖北外

其他省份确诊病例下降超40%

16：00 河南省第五批300人支

援湖北医疗队出征，累计687人

17：00 铁路退票时间延长至 3

月31日 24时

18：00 2 月 15 日前，河南版

“小汤山”医院具备接诊条件

19：00 即日起濮阳市零售药

店禁售治疗发热、咳嗽类药品

20：00 财政部：各级财政安排

718.5亿元疫情防控资金

21：00 中央指导组赴黄冈指

导落实“应收尽收”等防控举措

22：00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副院长徐顺清:目前没有直接
证据证明气溶胶传播

微博关注大河报发起的话题#
疫情实时播报#

（播报整理 孙轶 刘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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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知识

本报讯（记者 李点）为进一步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更好服务
民营企业有序复工复产，2月 9日，省
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下发《关于做
好服务民营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统战部、工
商联要统一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上来，
充分发挥统战工作职能作用，靠前指
导、坚定发展信心，加强调研、服务复
工复产，积极引导、彰显民企担当，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贡献。

各省辖市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要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推动落实坚
决、科学、严格的防控举措，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安全有序，引导企业家讲政治、
顾大局，统筹处理好复工复产、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民
营企业提前做好复工准备和工作筹划，
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制定疫情防控
和复工方案，做好复工时间安排、复工
运作流程、厂区环境消毒杀菌、返厂复
工人流管控、疫情防护用品准备等前期
工作。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针对复
工复产所涉及的资金保障、原料供应、
生产运行、市场营销、员工稳定等重点
环节，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扶持政策，努

力实现达产稳产。
根据《通知》，各级工商联要发挥

好桥梁纽带作用，指导企业落细落实
各项要求，鼓励企业面对疫情稳中求
进，及早研究疫后市场趋势，推动产品
创新、理念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持续
提升竞争力。引导企业正视疫情造成
的冲击和影响，妥善处理好疫情防控
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主动了
解、积极反映疫情防控期间企业遇到
的用工紧缺、防护用品紧缺、资金紧
张、物流不畅等生产性、经营性问题，
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并推动完善
相关政策；用工流入地工商联要主动
做好与用工流出地工商联沟通协调工
作，真实掌握员工健康状况，及时提供
就业岗位信息，加大点对点劳务输送
力度，提高员工返岗和劳务输出组织
化程度，最大限度避免劳务流动风险。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统战部、工
商联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的引导，认真贯彻稳就业要求，结
合企业生产实际，力争不裁员或少裁
员；主动关心因疫情造成生活困难的员
工，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疫情
防控和恢复生产两不误；继续大力弘扬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通过捐
款捐物等多种形式开展“送温暖、献爱
心”活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③3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2月 8日至 9日，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在信阳市指
导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
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深入研判疫情
态势，完善各项防控措施，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江凌先后来到淮滨县、潢川县，深
入社区、医院、学校、融媒体中心、高速路
口检查点等，实地察看各项疫情防控举
措落实情况。在淮滨县人民医院康宁
医院，江凌和隔离病房的医护人员视频
连线，向他们表达问候，叮嘱他们在治病
救人的同时，注意做好自身防护。在淮
滨县融媒体中心，江凌强调要精准开展
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增
强时效性和针对性，做好话题策划，开展
互动传播。在潢川第一中学，江凌详细
询问了学校的各项疫情防控措施，要求

细致做好开学准备工作，把心理辅导作
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

江凌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
入关键时期，要科学把握流行病传播
规律，加强流行病调查，按照外控输
入、内防扩散的要求，把疫情防控关口
前移，切实隔离有感染风险人员。有
条件的地方要实行集中隔离观察，并
加强教育监管，防止交叉感染。要总
结前一段收治经验、加强救治工作，特
别要做好危重症患者救治，提高治愈
率、降低病死率。要密切跟踪疫情形
势变化，细化学校开学、工厂复工等疫
情防控工作。要加大疫情防控期间先
进典型宣传力度，生动讲述防疫抗疫
一线人员和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的感人
事迹，引导群众增强必胜信心。要紧
紧依靠群众、广泛动员群众，全面落实
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各项措施，构筑起
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晓
华）从城市“大玉米”到乡村“大喇叭”，
防疫科普知识无处不在；从奥运冠军、
文艺演员到社区老人、儿童，疫情公益
宣传口口相传……连日来，为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及时为公众提供安全实
用的健康知识和防护攻略，省卫健委
科普宣传工作组整合多方资源，在短
期内制作出大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健康科普产品，在省委宣传部的协
调支持下，迅速形成了全媒体、全覆盖
的传播格局，在全社会营造出了重视
健康科普传播、人人掌握防治知识的
氛围。

科普宣传知识库不断完善。遴选
6000余名临床医疗专家、公共卫生专
家建立科普专家库，回应大众热点科
普需求；组织省疾控中心、省卫生健康
宣教中心、省医学科普学会等单位撰
写科普核心信息，建立科普知识资料
库。目前已创作各类新冠肺炎科普传
播作品 135 件，相关产品在微博、微
信、抖音、今日头条和快手平台上累计
播放量 4.73亿，获点赞 2.9亿，相关健
康教育科普文章累计浏览阅读量突破

100万。
科普传播机制畅通无阻。以全媒

体全覆盖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全省科
普资源共享机制和各级科普传播机
制，实现了科普知识传播资料先行设
计全覆盖、主流媒体全覆盖、大众媒介
全覆盖、新媒体全覆盖、五级医疗机构
宣传全覆盖、热线服务快速反应全覆
盖。

社会各界互动积极踊跃。《人民日
报》刊发《河南洛阳在线视频问诊 提供
心理疏导》，点赞河科大一附院通过在
线问诊为患者普及健康知识、提出治疗
建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乡
村大喇叭：打通防控疫情信息最后一公
里》，称赞河南荥阳将疫情资讯、防控科
普等内容“直通”田间地头……一大批
精品佳作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称
赞，群众参与科普宣传的积极性、互动
性不断攀升。

“科普宣传积极推进，广大群众
在短时间内掌握防疫基本知识和技
能，为全省打好防疫主动仗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③6

深入研判疫情态势 完善各项防控
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联合下发通知

做好服务民营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工作

省卫健委：

用科普知识打好防疫“主动仗”

一线直击

□本报记者 曹萍

2 月 9 日，省委党校，刚刚从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隔离病区撤出
的医护人员，正在这里进行医学观
察。经历了半个月的高度紧张和忙
碌，他们终于可以歇一歇了。闲下
来了，护士长白黎才有时间回忆这
短暂而又漫长的15天。

走出隔离病区时的心情是怎么
样的？听到这个问题，白黎停顿了
几秒，缓缓地说：“不舍。”让她不舍
的，是病区里的病人，和刚刚进入病
区的同事。撤离之前，她再一次仔
细查看了每个病人的情况，对新一
批同事反复交代每一个细节。

如今，回想起半个月前进入隔
离病区的情形，白黎说：“真的就是
上战场，没有考虑没有迟疑，只是争
分夺秒往前冲。”接到通知时，她还
在医院上班，马上就投入到改造病
房、规范流程、收治病人的工作中，
很多人都是三天三夜没合眼。

高强度工作、高风险感染、长时
间隔离，这是进入病区的医护人员
面临的挑战，尤其是与病人接触更
多的护士。记者问白黎，怕吗？“更
多的是压力，我是护士长，要把病人
照顾好，更要保证所有医生护士零
感染。”白黎说。

虽然大家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隔离病区的工作强度还是远远超
出了想象。白黎笑着说：“在这里不
只是护士，还是保洁人员、病人家属
和心理医生。”有一位患者重度贫

血，完全不能自理，喂饭、翻身、穿衣
服、大小便，哪样都离不开护士，8个
小时忙下来，常常感觉快虚脱了。

与平时更不一样的是，他们是
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在工作。“有时闷
得用鼻子吸气都不够用，要张大嘴
使劲呼吸才行；护目镜上起雾气了
不能擦，就不停地走动保持清晰。”
白黎这样描述裹在里面的感觉。

防护服虽厚，但并没有影响医
护人员与病人的交流。他们每天
都会跟病人说说话，给病人加油打
气。有一个大妈刚转去时，晚上焦
虑得睡不着觉，就一遍遍按铃。“护
士就一趟趟进去，跟她聊天，安抚
她。”白黎说，其实，病人也在不断
给他们传递信心。一个 25 岁的小
伙子让白黎印象深刻，他确诊后特
别乐观，每次查房都会给医护人员

讲些鼓励的话。“我们和病人是在
并肩作战，共同对抗疫情。”白黎很
感慨。

所有病人隔一天需要采集一次
咽拭子，护士需要用棉签擦拭病人
喉部，病人受到刺激后经常会剧烈
咳嗽，感染风险很高。“一个姑娘第
一次采集时，就遇到病人咳嗽，出来
后泪水在眼睛里直打转。”白黎说，
那一刻她也很心疼。然而，情绪平
复后，他们仍然会直面每个病人，不
会有半点退缩。

“去战，勿念，我们在你身后！”
一位父亲对女儿说。“怪兽来了，你
不要害怕，因为你是最棒的奥特
曼！”一个孩子对妈妈说。都说他们
是战士，但他们只说病人需要他们，
他们就要坚守在那里，直到战斗胜
利！③3

坚守隔离病区的15天

新型冠状病毒可以

附着在飞沫上，通过呼

吸道和接触来传播。说

话、咳嗽、打喷嚏都会产

生飞沫。不过飞沫的传

播距离有限，大概一到两米，打喷嚏时

会更远一些。飞沫不会在空气中飘

浮，但物体表面可能沾染这些飞沫，比

如门把手、电梯按钮、电话话筒，以及

个人的一些物品，比如钥匙、手机、钱

包等，在这些物体表面病毒可以存活

数个小时。因此，外出要务必戴口罩，

注意手卫生，保持人际距离，减少外

出，不聚会、不聚餐。

目前还没有发现通过鸟类、猫狗

等宠物会造成传播。但考虑到目前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了解仍非常有限，

病毒始终存在变异的可能性，我们更

应该谨慎小心，猫狗等宠物的主人，

要避免宠物与病源的接触，做好卫生

清洁工作。平时生活当中，也应尽可

能减少与动物尤其是野猫野狗的接

触。③4

（省卫健委提供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远离飞沫传播 减少动物接触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驻马
店市在疫情防控中坚决贯彻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救治
的措施。在驻马店分会场，驻马店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挥、副市
长冯玉梅介绍：“对发现的疑似病
例、亲密接触者迅速隔离，快速划定
疫点疫区，分级分类实行封闭管理；
增加检测设备，增加检测批次，加快
检测速度，做到关口前移。首批确

定11家医院为定点救治单位，同时
备用医院12家。”

驻马店市交通局局长孙留平介
绍，为了保证物资运输快捷顺畅，驻
马店实行应急运输通行证制度，根
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按照物
资运输情况，对运输车辆分别办理
A 证、B证和 C证，截至目前，已发
放各类通行证279个。

同时，在高速公路进站口、出站

口开辟绿色通道，全市已开辟绿色
通道36条，182辆应急车、585吨应
急物资从绿色通道经过。

“中心城区机动车尾号限行措
施已暂时解除，途经或进出驻马店
的应急运输车辆都可以快捷通过。”
孙留平说，通过加强交通疏导、优化
检查点设置以及解除限行等一系列
措施，驻马店物资运输顺畅，市场供
应充足。③9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因地制宜打好疫情防控攻坚战

信阳被称为河南的“南大门”，
由于紧邻湖北，因此处于全省疫情
防控的最前线。在信阳分会场，信
阳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指挥
长、副市长侯钦东介绍，截至 2月 8
日 22 时，从湖北返回信阳 98544
人，其中从武汉返回80462人；信阳
市共有发热 924 人，留置观察 203
人，疑似98人，确诊205人，治愈24
人。“目前，从湖北返回信阳人员的

监测和居家观察得到有效落实，检
测能力和治疗能力有效提升，治愈
人数在全省处于前列，疫情传播扩
散态势得到有效遏制。”

侯钦东介绍，目前信阳已取消一
切公众聚集活动；全面暂停公共交
通；在与湖北交界各主要交通要道依
法依规设置检测站点64个，乡道、村
道灵活设置检查点，严防疫情输入。

在提高救治能力方面，信阳确

定 9家确诊病例定点救治医院，在
30家医疗机构设立发热门诊；紧急
启动备用诊疗医院建设，全市目前
已准备好集中救治床位1165张；为
参与抗击疫情的医护人员专门设置
的留观点也已建成。

在资金、物资保障方面，目前
市、县（区）两级财政已投入资金2.3
亿元；累计筹措各类疫情防控物资
220余万件。

南阳紧邻湖北，是农业大市、人
口大市，也是劳动力输出大市，人员
管控面临较大压力。对此，在南阳
分会场，南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畅
建辉表示，在外防输入方面，南阳第
一时间停运所有省际、城际客运，关
闭22个高速收费站，在国省县乡村
五级道路设立防控检疫检查点，仅
在与湖北交界处就设卡点 141个，
构筑市县乡村围合四道防线，确保

“零输入”。
为了实现“零扩散”，南阳对于

从重点疫区流入人员和密切接触者
等居家隔离住户，实行由一名乡镇
街道干部、一名村（社区）干部、一名
公安干警、一名村医或社区医务人
员的“四包一”工作法，进行全程管
控服务，确保隔离对象不出户、外来
人员进不来。

南阳目前有确诊患者 133人，
排在全省第二。南阳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副市长阿颖介
绍，在患者救治方面，南阳已确定
20家定点医院、提供床位 2290张，

设置37个发热门诊，投入医护人员
2800 人，并准备了 16 家后备定点
医院、1700张床位。

同时，在救治中充分发挥南阳
的中医药优势，成立由国医大师唐
祖宣等 31人组成的中医药防治专
家组，制定中医药预防方案，中西医
协同参与确诊和疑似病例救治。阿
颖说：“目前已累计会诊 687人次，
收治危重病例 10例、重症 28例；治
愈出院 22例，危重症转重症 5例，
重症转轻症17例。”

□本报记者 曹萍 王平 何可

目前，信阳、南阳、郑州、

驻马店是我省新冠肺炎疫情

较为严重的地区，尤其是临

近湖北的信阳、南阳和驻马

店三市，面临较大的防控压

力。那么，这些地区在严防

严控、物资保障及患者救治

等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

施？2 月 9 日，在省政府第

六场疫情防控发布会上，4

个省辖市相关负责人就群众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1 郑州：“大数据+人工智能”助力疫情防控

2月 9日，进城人员在郑州市商都
路检查站扫码登记并接受检查。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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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会场上，郑州市大数据
管理局局长郭程明介绍，郑州市大
数据管理局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为全市疫情防控顶层决策、
政策发布、资源调配等提供支撑。

首先，郑州市打通市直各部门
的疫情数据共享通道，累计归集全
市确诊人员信息、疑似人员信息、密
切接触人员信息、交通信息等42类
1600万条数据。在此基础上，联合
阿里巴巴集团开发了郑州市一体化
疫情防控数据平台，开发建设了发
热门诊登记系统、钉钉疫情摸排统

计系统、疫情态势分析系统。
截至 2月 9日 12时，郑州市全

市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登记各类
发热人员 42519人，钉钉排查重点
57239 人，累计登记各类来郑人员
490857人。2月 10日零时，郑州将
上线居民小区健康登记管理系统，
对全市10861个小区的居民健康情
况进行有效管理。

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副组
长、副市长吴福民说，郑州版“小汤
山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
病医院综合楼在 2月 5日完成医院

主体工程建设，比计划时间提前了
5 天。目前正在进行医疗设备安
装，预计 2月 15日可以接收首批患
者。该医院总建筑面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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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约800个。

2 信阳：严防严控 牢牢守住河南“南大门”

3 南阳：发挥中医药优势 患者救治“一人一案”

4 驻马店：开辟绿色通道保证物资供应

2月9日，南阳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工作人员对疑似病例样本进行
严格程序的实验检测。⑨3 高嵩 摄

2月 7日，驻马店市建业
森林半岛小区，社区党员志愿
者对进出小区的住户测量体
温，进行出入信息登记。⑨3
弓华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