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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郑州篇郑州篇

１ 快速建立应急“中枢”科学部署应对疫情

●● ●● ●●

没有硝烟的战场，更是检验初心

使命的考场。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来袭，新密

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部署和要求，全面动员，全速

部署，全效推进，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坚决

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

一方面，新密党员干部带头，社会

各界或慷慨解囊、或千里驰援、或志愿

服务，迅速形成巨大洪流，守望相助、

奋勇抗疫，从伏羲山下到溱洧河畔，筑

起一道道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铜墙

铁壁，谱写出一曲新时代的战“疫”之

歌。

另一方面，新密紧锣密鼓克服重

重困难，将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当作最紧迫任务，全面

贯彻落实“以县域为单元，分区分级制

定差异化防控策略”，使人流、物流、资

金流有序转动起来，打通交通运输“大

动脉”，畅通生产运营“微循环”，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复业。

□李林

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新密市 奋力谱写新时代战“疫”之歌

市委市政府是战“疫”期间的“中枢”指
挥系统，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快速应对、科
学部署的关键性作用。

疫情发生后，新密市委市政府审时度
势、综合研判，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
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通过强组织、建
机制、定策略、抓推进，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健全组织细分工。成立以新密市委书
记蒿铁群、市长张红伟为组长的市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市委副书记程洋任常务副组
长，下设包括办公室、卫生防治组、宣传组、
交通组、社会防控组等在内的“一办八组”，
细化责任分工，汇聚工作合力，并根据疫情

形势，优化调整组织架构，做到沟通顺畅、运
转有效、积极作为。

以上率下，靠前指挥。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坚持每天深入村（社区）、企业调研，
县处级领导干部分包联系乡镇办巡回督
导，在全市凝聚起共克时艰的防疫信心和
决心。

完善机制保落实。全市上下坚持早例
会、晚调度，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省、市部署要
求，明晰形势任务，研判解决问题，建立“督
办件交办、调度会催办、监督组跟办、督查组
查办”机制，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

充分发动广宣传。充分沟通上级媒

体，发动市属媒体、新媒体、自媒体，当好
“广播员”“宣传员”“引导员”，及时转发
中央、省、市疫情防控指示精神、防控知
识，挖掘报道群体事迹，汇集抗疫正能
量。截至目前，共刊发稿件 5800 余篇，
学习强国平台采用 85 篇，累计阅读量达
1150多万次。

将基本民生放在首位。在疫情防控特
殊时期，管好百姓的“米袋子”和“菜篮子”，
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调度；严厉打击
哄抬物价、借机涨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强化
农贸市场管理，严禁贩卖活禽，杜绝野生动
物交易，做好药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等物
资的质量监督，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疫情防控阻击战，重点在“防”。新密市
立足“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聚焦

“重点人群、重点部位、重点环节、重点时段”，
切实做到防控全方位、诊治有成效、疫情能
掌控。

细致摸排无遗漏。建立“县包乡、乡包
村、村包组、组包户”机制，通过县处级领导
分包乡镇督促，市直单位联系城市社区、贫
困村，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巡查，强化排查力
量，扩大排查范围，运用大数据筛查对比，
实现块抓条保，做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
截至目前，累计排查湖北返新密人员5503
人，其他地区返新密28227人。

把牢关口防扩散。制定居家观察、卡

点（服务站）、流调等六个流程规范，严格工
作标准，强化措施落实。抽调交通、公安、卫
健及14个市直单位 560余人，在高速和国
省干道入境口设立18个防疫服务站，24小
时驻点值守，落实“一套专班、一个流程、一
项标准、一码溯源”，实施扫码通行，建立特
殊情况衔接制度，实现不漏一人、无缝接转。

发挥村（社区）监测服务点作用，建强
“干部+民（辅）警+村（社区）人员+志愿者”
专班，启用居民健康管理系统，严格扫码、
登记、测体温，及时劝导群众戴口罩、不扎
堆、不聚集，有效防范交叉感染。严格居家
隔离管控，落实分包责任，健全管理台账，
实施“每天测量一次体温、提供一次代购服

务、清理一次垃圾、进行一次消杀”暖心行
动，实现应隔尽隔。

科学诊治见实效。推行“基层首诊、逐
级转诊、分区就诊、定点救治”，优化基层发
热筛查转诊救治流程，确保及早发现、分类
施策、科学诊治。配强疾控中心班子，组建
21个流调小组，多方联动，及时流调，落地
查人。同时，提升集中、医学留观硬设施，改
造 4家发热门诊定点医疗机构留观室 100
间，设置西苑酒店等3个集中隔离点193个
房间，成立专班落实防护服务措施。建立
专家互查医疗机构机制，实现“院感”零发
生。组建重症专家组、救治专家组，实行专
家会诊，提高诊断准确度，避免漏诊。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
来，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成了党员践行初
心的“试金石”。

西大街街道前士郭村村党支部书记
杜朝阳，父亲在大年初一凌晨去世，还没
来得及擦干眼泪的他将父亲遗体存放在
家中，当日下午便脱下孝服，奔赴疫情防
控第一线；

新密市财政局 58岁老党员王栓明主
动写申请前往防疫一线，为的是“暮光之
时，要为党和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平陌镇白龙庙村75岁老党员钱德兴，
将自己一个月退休工资 2000元捐给疫情
防控工作；

刘寨镇宋寨村流动党员邵光辉，因疫
情滞留外地没有回家，但委托家人捐款 1
万元助力疫情防控；

新密市公安局党员魏书杰因患心梗需
要长期看病，在经济条件比较紧张的情况
下，却两次向党组织自愿捐款1000元……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市各级基层组
织和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亮身份、冲前线，无怨言、勇陷阵，
舍小家为大家，为守护群众的生命安全筑
起“红色防线”。一份份摁着鲜红手印的请
战书，一句句“请收下我的特殊党费”的朴
实话语，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印的面孔，一
个个驻扎一线卡口的坚毅身影……无不彰
显着共产党员为民而战的初心和担当。

截至目前，全市48615名党员主动缴纳
特殊党费共计4235277元；累计向市慈善总
会捐款 146 万余元，向各级党组织捐款
523.7万元。组建1447个服务站点临时党
支部，345名一线奋战人员递交入党申请
书，4名医务工作者火线入党；村（社区）党员
干部值守各个村（社区）卡口，76个市直单
位、8710名在职党员下沉一线“双报到、双参
与”，形成组织引领、领导示范、党员带头、群
众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

与此同时，新密社会各界迅速汇集成
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抗击疫情。

新密市人大、政协分别向全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发出倡议，忠诚履职，模范带
头，并捐赠827万元；工会、共青团、妇联等

组织动员联系群众，发挥优势，支持义工、
青年团体和妇女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
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广大市民、商户、物业、医院等主动扛
起责任，纷纷自发参与到防控疫情的第一
线。从为全市 18个疫情监测点工作人员
免费提供午晚餐的市餐饮与住宿行业的 6
家商户、免费赠送 1.6万余袋药饮和 2000
余服中药药材的12家医疗单位、为定点救
治医院（新密市中医院）捐赠 20万元现金
并向社区居民免费发放 1.3 万斤白菜和
5000斤萝卜的东城半岛社区，到亲自跑到
监测点送去100元捐款的岳村镇张沟村聋
哑人秦幸福、捐出 200元压岁钱的新华路
街道五里店村 9岁女孩郭桐语、拿出 1000
多元购买方便面矿泉水等送到卡点的牛店
镇脱贫户宋超峰……

疫情面前，80万新密人是兄弟，是战
友，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大家肩并
肩、手挽手，点滴爱心汇聚成汹涌的战“疫”
正能量。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2077多
家企业、2.2万余人捐款捐物379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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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经济发展
高效高质复工复产

复工就可以稳住就业，复产就能够稳住

经济。

疫情防控以来，新密市高度关注、及时研

判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问题和挑

战，分步骤、有节奏地抓紧抓好复工复产。

一张紧凑的“时间表”，印证了新密全力

打赢经济总体战的决心与行动：

2月 6日启动全市复工复产工作；2月 12

日落实省市要求，召开全市政府工作电视电

话会和企业复工复产专题会，细化工作安排；

2月 14日，根据划入疫情轻微区域实际，调整

思路、优化流程，制订完善《关于做好全市企

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复工复产工作的通

知》，按照“保重点、保民生、保运行”“先规上

后规下”“先重点后一般”的原则，除负面清单

行业外，全面推进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企业

应复尽复；随后，按照疫情研判情况，不断缩

小负面清单行业范围；到 3 月 23 日，除电影

院、KTV、校外培训机构等 8类行业外，所有

行业均恢复正常经营。截至 3月 26日，新密

全市应复工企业（工程）5910家（个），已复工

5910 家（个），累 计 复 工 率 100%；应 复 工

91851 人 ，已 复 工 91851 人 ，用 工 恢 复 率

100%。

能够高效高质复工复产，新密采取了哪

些“硬核”措施？

用足政策惠民生。认真落实省 20条、郑

州 30条政策，形成《新密市促进企业全面复

工复产、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开工服务举措》

30 条，利用政务服务平台、钉钉系统等途径

广泛宣传，向全市 2066家工业企业、3771家

服务业企业、301 个重点项目等发放服务手

册 10000份、宣传海报 5000份。

提供服务解难题。组建 18 支干部分包

服务专班、300人服务小分队，全域全面开展

“一对一”服务、上门服务、现场服务、线上服

务。持续召开“三送一强”专题会议，走访征

求 468家重点企业意见建议，汇总梳理，明确

承办责任人与联系方式，积极协调，尽快帮助

企业解决有关问题。

截至 4 月 2 日，全市累计帮扶企业数量

7060 家，协调解决事项 14211 个。其中，帮

助企业解决用工 60299 人，协调解决防疫物

资口罩 2922730片、消毒液 308吨，减免税费

19234 万元，提供资金支持 500188 万元，提

供土地保障 2119亩。

强化督导求实效。压实乡镇办、行业部

门和企业“三个责任”，落实“两承诺一抽查一

服务”，开展不间断巡回检查，在确保防疫前

提下督促企业应复尽复。充分运用大数据技

术、信息监管系统，监督企业落实外来入密人

员隔离措施，强化健康管理。截至目前，280

家规上工业企业、149家规上服务业企业、57

家建设工程全部 100%复工复产。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在当前的非常时

期，新密慎终如始，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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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发展欣欣向荣

防疫卡点成立临时党支部

复工复产复业如火如荼

党员为民服务

风雪无阻抗疫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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