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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也是春耕生产的重要
时节，铁路部门要当好交
通运输‘先行官’，千方百
计从秒针里抠出时间，把
每一趟货车编组好，保障
运输通达、路网畅通。

在工作间隙，一些河南医护
人员通过手机以“一封家书”的形

式，录制一段简短视频，对家人、
好友、患者进行真情告白，朴素的
告 白 饱 含 亲
情、爱 情、友
情，还有责任
和担当。

（本报记
者 李凤虎 杨
晓东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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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一线

河南医护人员的亲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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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郑州市惠济区税务局全面落实
上级决策部署，保持战时状态，坚定
决胜信念，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坚持做到优惠政策落实要给力、“非
接触式”办税要添力、疫情防控工作
要加力，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当前，共产党员必须冲在
第一线。该局领导班子成员、中层
干部率先垂范、争先报名上阵，第一
时间组建完成由党员干部组成的党
员先锋队，赶赴区内重要交通路口、
街道社区开展一线志愿服务工作，
在防疫一线极力把防控范围缩到最
小，把防范意识普及到最早，把人员
隔离做到最好。把好出入关口，对

进出卡点人员严格按照时间要求，
错峰时间凭《出入证》登记、测量体
温正常者方可出入，并逐一建立台
账，确保隔离对象不漏管、重点人员
不流出。同时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深入重点人员家中查看情况，为被
隔离人员代购生活用品，保障被隔
离人员正常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该局
主动引导鼓励纳税人、缴费人运用
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等网络终端

“非接触式”办理各种涉税业务，切
实做到安全高效办税。加强对纳税
人的宣传，充分发挥好电子税务局、
手机 APP等作用，畅通网上办理的
咨询渠道，引导纳税人、缴费人网上

办税，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该局结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
指引》内容，主动通过电话联系，对
企业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全面细致
讲解此次支持疫情防控的税收优惠
政策，帮助企业及时适用相关优惠，
实现应享尽享、应享快享。同时严
格做好办税缴费服务场所的体温监
测、清洁消毒等工作，统筹调配好一
线工作力量，对进厅办理涉税事项
的纳税人，在做好各项安全措施的
情况下，一对一提供服务，高效解决
问题，确保落实防疫与办税服务两
不误。

（杨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郑州市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党总支第一时间成立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第二稽查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统筹协调
全局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干部职
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并及时召开
网络会议传达上级有关指导精神，对
全面防控工作作出部署，确保各项工
作有力有序开展。

该局班子成员在岗带班，对各单
位防控工作进行巡查检查，及时纠正
存在的问题，确保不出纰漏。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稳妥做好节后上班工作
安排，加强后勤保障，对办公场所、食
堂配备体温检测仪，进行严格消毒。
统一购置口罩及消毒用品，严格执行

全体人员佩戴口罩要求，实行每日测
量体温上岗制度，每日对办公楼内各
区域进行无死角消毒，最大限度做好
防控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日报告
制度，及时收集上报全局干部职工动
向和健康状况信息，落实轮班值守制
度，确保及时有序应对突发情况。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工作的有序推
进，返郑人员增加，人群流动增加，对
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该局
领导班子召开专题会议，组成22名党
员志愿者队伍，局领导带队到辖区执
行防控任务。无论是路口值班、入户
入厂排查，还是搬运物资、分发口罩，
志愿者们在疫情防控各个岗位、各个
环节发光发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汇

聚信心与力量。
面对疫情的严峻形势，该局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认真立足税
务稽查实际，认真组织开展网上稽查
业务学习，做到疫情防控和学习两不
误。为提升稽查干部职工的综合素质
和业务水平，该局制订了《第二稽查局
春季稽查业务培训方案》，包括政治学
习、业务学习两个方面，为疫情过后全
体干部职工迅速投入税务稽查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同庆）

郑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加强疫情应急防控 推进工作有序开展
郑州市惠济区税务局

众志成城战疫情 倾心尽力送服务

我们在行动

众志成城
全力战“疫”

□本报记者 刘晓波 杨晓东 李凤虎

“王月华，我爱你啊！”妻子王月华
跟随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出征武
汉，丈夫徐国良一段哽咽的深情告白让
看到的网友无不动容。

王月华，河南大学淮河医院肿瘤科
护士。1月 26日下午，她作为我省首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驰援武汉。

2月 24日，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援助武汉近一个月了，王月华现在的
工作生活状态如何？

“我现在睡得好，吃嘛嘛香，干啥都
得心应手，感觉像在家上班一样。”见到
记者，王月华风风火火地说。

可刚到武汉时，王月华的状态并不
太好。

穿着厚厚的隔离服、戴着防护装
备，一个班下来，贴身穿的衣服像被水
洗过一样。除了身体劳累外，最大的挑
战来自战时状态下的紧张情绪。

进驻武汉市第四医院后不久，王月
华开始了“心理波动”。晚上累得说不
出话，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其实刚进病房看到那么多病人和设
备，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压力，这很正
常。我们主要是担心她的心脏，她偶有窦

性心动过速。”周莉娅和王月华都来自河
南大学淮河医院，对她的身体状况很了
解。“有一次她的心率陡增到一分钟150
次，吃了药躺下后，我们几个同事一直守
到凌晨两点她熟睡后才离开。”周莉娅说。

“我知道她在承受着什么，电话里
聊的内容都是轻松的。聊聊天气，聊聊
伙食，聊聊孩子，什么轻松聊什么……”
徐国良知道怎么让妻子宽心。徐国良
是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医
生，1月10日，他刚刚结束为期1年的驻
村健康扶贫工作，回家团聚。1月26日，
王月华去武汉，夫妻俩又分离。

“我们俩还有个独特的解压方式，
我会经常画漫画给她，她看到后总能心
领神会。”徐国良说。

在队友和丈夫体贴入微的关怀下，
王月华逐渐调整好心态，轻装上阵。

“我从恐惧、焦虑的状态中走出来
了，所以更能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
王月华现在每天负责给病人打饭、接
热 水 、换 药 、倒 生 活 垃 圾 等 护 理 工
作。她坦言，除此之外，还要抽出很
多时间来安慰鼓励病人与病魔斗争。

由于是隔离病房，不允许家属探
望，病人难免会想家。王月华给记者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病房里一个老爷爷，
有一次打电话给他的孙子，还没说几句
话就被挂断了。当时我们好几个医护人
员看着很心疼，就跟老爷爷说“把我们当
成您的孙子孙女好不好”，老爷爷特别

感动，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
“有一次我在给一名患者换药，旁边

一名患者正在和家人视频，看到我过来，
称赞说‘多亏了她们的照顾和鼓励，我在
这里一切都好’，视频中的小姑娘朝我隔
空鞠躬。”王月华说着，感动得哭了。

在前线，王月华等医护人员每天听
得最多的就是感谢，当然还有出院患者
的感谢信、即兴赋的诗。

回到宾馆，每次和家人视频，王月
华却总感觉有些愧疚，5岁的儿子每次
都问她啥时候回家，她总是轻描淡写地
说，在外面培训，得两三个月呢。

“她能有现在的状态我很欣慰，我给
她画的漫画内容也变了，都是安慰患者、
送患者出院的场景了。”徐国良笑着说。

“来这里就当是一次历练和修行。”
王月华感言，来武汉近一个月，见证了
人间的大爱，她要用心过好在武汉的每
一天。③5

本报讯（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马鹏宇）2月 24日上午，在
濮阳惠成电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
设基地，濮阳举行 2020 年第一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当天，该市
开工重大项目 76个，总投资 312.7 亿
元。

此次开工的 76个项目，涵盖了新
型化工、生态科技、重大基础设施、新
兴产业、民生等领域，包括投资12.5亿
元的台前县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投

资 10 亿元的濮耐集团耐高温材料生
产项目、投资 5.6亿元的可利威化工高
效杀菌消毒剂项目、投资 2.3亿元的惠
成新材料产业园项目等。

据介绍，濮阳今年共谋划实施省
市重点项目 290 个，总投资 2662.2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955.8亿元。“项目建
设已进入全面铺开、强力推进的阶段，
将为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濮
阳市市长杨青玖表示。③5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2 月 24日，伴随着渣土运输车和挖掘
机隆隆的轰鸣声，建筑面积8.1万平方
米的开封清明上河园（三期）工程正式
开工。

当天上午，开封市在该项目工地
举行新建项目暨清明上河园（三期）工
程开工活动，吹响了本年度第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的“集结号”。

本次开工的清明上河园（三期）工程
位于清明上河园景区北侧，总投资6.5亿
元，包括宋文化体验馆及地下停车场两
个项目，建筑面积达8.1万平方米。

从 2月 4日起，开封市先后 5次专
题进行安排部署，并发布相关的方案、
通告、公告等，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坚决
推进重点项目应复尽复。截至 2月 23
日，该市重点项目已复工开工 117个，
占应复工开工项目的 35.89%，重点项
目复工开工呈现出明显加速态势。

据开封市政府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市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可控，防控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接下来，在做好疫情防控
基础上，将强化服务保障，打掉要素保
障的“拦路虎”，推动重点项目应复尽
复、应开尽开。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2月 22日，临近中
午，在位于长葛市产业集聚区的许昌
裕同印刷包装公司的食堂内，工人分
批次进入，每名员工单独一张桌子就
餐。

“我们于2月 15日复工，目前已有
1300 多名工人到岗，产能恢复了一
半。”该公司总经理加金良说，“作为一
家外来企业，能在这里扎根，得益于长
葛良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驻厂员’
给我们帮了大忙。”

复工前，长葛市产业集聚区派出
的“驻厂员”张彦军就帮助该公司制订
了办公区、厂房、餐厅、班车、宿舍等方
面的防控方案，帮助企业备足了防疫
物资。为了解决企业的用工难题，“驻
厂员”积极与当地人社等部门联络沟
通，帮助企业在长葛周边区域招工，并
通过定制专车运至厂区。

“围墙内是企业的事，围墙外是政
府的事。‘驻厂员’就要当好企业的贴
心‘保姆’。”长葛市市长张忠民介绍，

该市把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作为当前重
点任务，推行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
制、工作服务专班制，派出“驻厂员”对
重点企业实行“一厂一员”服务，推动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建立节后返工人员“一人一档”，
利用大数据梳理重点区域节后返工人
员，设立企业测温点和隔离场所……
长葛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针对企业遇到的防疫、用工、原
材料、运输、资金等方面的问题，积极
予以解决。长葛市金融工作局协调金
融机构落实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政
策，帮助重点骨干企业“当天到期，当
天续贷”资金 2.8 亿元，帮助小微企业
办理贷款展期4760万元。

眼下，长葛市新春首场大型线上
招聘会也已启动，通过线上招聘活动，
发布 200 多家企业的 5000 个岗位需
求信息，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 2月 22日晚，民营经济活跃
的长葛市已有 3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复工率达到66%。③4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何飞飞

“编组场 33道转出发场 10道，车
次46004。”2月 24日 14时 31分，郑州
北站平面调车场值班员张永明通过对
讲机下达转线作业计划，这列编挂有
20车化肥、种子等支农物资的货车很
快在下行出发场 10道集结。几天后，
这些物资就会送达贵州省贵阳市蒿芝
塘社区百姓的手中。

郑州北站担负着承运国内生产生
活物资列车的到达、解体、编组、出发
作业任务，办理京广、陇海两大干线四
个方向的货物列车，是全国铁路网上
的巨型“物流中转站”，也是我国经济
建设的晴雨表和调节器。

“疫情发生以来，受企业停工停产
的影响，加之春运‘以货保客’的原

因，车站货运列车办理量下滑明显。”
郑州北站调度车间主任李剑咏介绍，
如今，随着复工复产的加速，越来越

多生产生活保障物资在郑州北站中
转作业。

大量满载化肥、种子、农田灌溉用
钢管等支农物资的车辆在郑州北站集
结中转，为快速“消化”这些集中到达
的春耕物资，该站 24小时不间断办理
货运列车，充分发挥路网优势，科学组
织、快解快编，保证解体不停峰、机车
不停轮，同时加强站区各工种协调配
合，统筹分析到达车流、机车运用等方
面的情况，力保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
两不误，为复工复产及时供给“粮草弹
药”。

“车流不均衡是郑州北站的一个
特点，也是影响编组场解编效率的重
要因素。”李剑咏说，为了确保春耕物
资快进快出、快装快卸，该站合理分
工，密切配合，抓好每一个关键节点，

确保编组场整个作业流程的紧凑、顺
畅。为压缩货物列车在站停留时间，
该站提前组织人员对到达列车进行预
报分析，及时掌握春耕物资列车到达
时间、去向，提前科学编制调车作业计
划；充分利用编组站车流大、去向广、
调整灵活等优势，优先将春耕物资车
辆编入远程技术直达列车，缩短车辆
在站时间。

“眼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
也是春耕生产的重要时节，铁路部门
要当好交通运输‘先行官’，千方百计
从秒针里抠出时间，把每一趟货车编
组好，保障运输通达、路网畅通。”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截至目前，郑州北站累计中
转 各 类 春 耕 物 资 2343 车 共 13.9 万
吨。③6

长葛：厂里来了“驻厂员”

开封117个重点项目开工复工

濮阳集中开工76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312.7亿元

不误春耕保运输
——铁路货运“中转站”看复产

“来这里就当是一次历练和修行”
采访王月华，记者费了一番周

折。她一直说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前线有很多人的事迹比她更感人。

这是王月华的故事，更是我省

陆续派出的支援湖北 1200 多名医

护人员感人故事的缩影。

在前线，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

话：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是一群孩

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

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的确，以记

者采访的我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为例，队员平均年龄不超过 30岁，很

多都是“90后”“00后”的新生代力量，

他们已经披上战袍，冲锋在一线。

每 天 ，他 们 站 在 距 离 病 毒 最

近 的 地 方 ，用 生 命 守 护 生 命 。 天

使，就是这些平凡的、勇敢逆行的

人。③5 （刘晓波）

▶2 月 24 日，在洛阳市涧西区
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区，义剪志愿
服务队在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理发
服务。⑨6 黄政伟 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您好，请出示线
上预约记录。”“请依次排队测量体
温”……2月 24日，洛阳龙门石窟景区
恢复开放。在进门闸口，身着防护服、
戴着医用手套和口罩的景区工作人员
有条不紊地进行询问、登记，对车辆进
行消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放首
日共接待游客503人。

在景区内，记者看到，初春的龙门
风景旖旎、如诗如画。和往常熙熙攘攘
的景象不同，景区内游客数量不多，且
都佩戴着口罩，互相保持一定的距离。

据了解，龙门石窟景区采取无接
触式服务，实行线上预约登记、线上实
名购票及电子验票、刷脸入园的服务
方式，暂不接受未预约者和线下现场
购票。

“景区全面执行严格规范的防控

消毒制度，并严格管控客流量，经体温
测量正常并佩戴口罩的游客方可进入
景区参观。”龙门石窟景区负责人告诉
记者，该景区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对游
船、电瓶观光车、停车场、卫生间、游客
中心等进行一日三次全面消杀处理，
并专设秩序服务员，不间断巡回服务，
对游客间距、用具使用等防护措施进
行温馨提醒。

同时，该景区对抗“疫”特殊贡献
群体今年内游览实施免票。疫情防控
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一线先进工作者，
凭相关证书（文件）及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登记备案后，可免票直接入园。

此外，记者从洛阳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获悉，栾川老君山、鸡冠洞两家
景区根据复工复产有关工作要求，经
文旅部门现场检查指导，已于 2月 24
日恢复开园。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葛高远）2月 24日，农历二月初二，也
就是民俗中的“二月二，龙抬头”。当
天，伊川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为出
门不方便的群众开展义务理发活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伊川县理
发行业还没有全面营业。为了组织好
这次爱心义剪活动，伊川志愿者协会
提前几天就开展了理发师报名活动。
当天，志愿者走进县城的鹤鸣花园、龙
辰等小区开展义剪活动。

记者在鹤鸣花园小区看到，居民
理发前，志愿者还要进行测温、消毒、
登记、发号，并组织居民间隔1米排队
等候。据介绍，当天上午，志愿者先后
为233名社区居民免费理发。③4

洛阳龙门石窟景区有序开放
首日共接待游客503人

爱心义剪进社区

万众一心 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