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特刊│20
2020年4月8日 星期三

中原战“疫”地方巡礼

南阳篇

白衣做战袍 慷慨生死线
——南阳市中心医院抗击疫情片段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使命。
今年 1 月上旬，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发
出新型冠状病毒防控信息通报后，南
阳市中心医院以高度的警觉性，率先
作出应对。在疫情发展尚未明确扩散
的情况下，该院党委书记翟玉峰、院长
张保朝组织召开专题会议，传达贯彻
落实上级会议和文件精神，按照国家、
省、市疫情防控要求，深入研究，积极
部署，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领导
小组和专家小组职责，督促各部门、各
科室认真学习贯彻上级下发的各类技
术指南及相关文件，对全院工作人员
进行高密度培训，第一时间调集最优
秀的医护团队和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全力以赴投入抗疫之战，行动迅速，施
策精准，救治高效。

从 1 月 22 日第 1 例确诊患者入
院，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奋战，到 2月
29日确诊患者全部出院，取得了抗击
新冠肺炎战斗的重大阶段性胜利，现
已进入全面巩固提升战果阶段。

超前谋划备战疫情防控

1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南
阳市中心医院领导班子始终对疫情变
化保持高度关注。该院第一时间组建
南阳市中心医院抗击疫情指挥部，院党
委书记翟玉峰、院长张保朝分别担任
党、政指挥长，院班子成员明确分工、全
力应战，从机构组织、人员调配等方面
超前谋划，统筹协调全院转入战时机
制。

张保朝曾于 2003 年担任南阳市
SARS疫情防控督导组组长，亲身参加
过 SARS疫情防控及救治工作。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张保朝指挥带领业务团
队精准施策，保障了各项抗疫工作的有
序开展。

1月20日前后，面对疫情蔓延的严
峻形势，南阳市中心医院立即响应市
委、市政府以及河南省、南阳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号召，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迅
速进入战时状态，取消春节假期，编发
倡议书，命令全院各部门、各系统全速
运转，发动全院党员干部、广大职工全
力应战。全体院领导带领各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全院各部门、各科室紧
急行动、履职尽责、务实高效、群防群
治，和病毒抢时间，和时间抢生命，体现
出了院党委、院班子的强大号召能力、
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实战能力，为全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奠定了坚实的
组织基础。

“最强战队”逆行战“疫”

形势严峻，时间就是生命。在疫情
救治战斗全面打响后，南阳市中心医院
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确定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重症病例、危重症病例
救治定点医疗机构，这是对该院综合技
术实力的高度认可，也代表着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与担当。

为了确保一线筛查隔离、医疗救
治及医院感染防控工作高效、有序开

展，同时切实保护好全院职工特别是
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安全，南阳市中
心医院从 1月中旬便开始开展了多种
形式的多层次、针对性培训。以上级
下发的新冠肺炎相关标准、制度、流
程、指南为重点，实时跟进，及时更新
知识，重点对抽调一线的医、护、技人
员进行分岗位、针对性特殊培训，共计
17 批次（600 余人次），同时对院内保
安、保洁人员也进行了针对性专题培
训。真正做到防控知识培训全覆盖、
无死角，迅速提升诊断、救治及感染防
控能力。

南阳市中心医院第一时间建立
ICU（重症监护室）隔离病区，重症隔离
病区，轻症、普通隔离病区，并特设儿童
疑似病区，做到分层治疗、科学施治，确
保患者收得进去、转得出来，确保各项
救治工作科学有序开展。

特别是在诊疗过程中，该院中医专
家组在省内率先深入病房，深度开展中
西医结合救治，对轻症、普通、重症、危
重症患者分层施治，使中医药在新冠肺
炎救治工作中使用率达100%。

与此同时，该院克服困难，紧急购
置移动 X 线机、呼吸机、ECMO（体外
膜肺氧合）、监护仪等多种抢救设备，尤
其是ECMO和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是
首次在南阳市联合应用于危重症患者
救治。

高奏战“疫”凯歌

为了确保对新冠肺炎患者精准、有
效诊治，南阳市中心医院集结了“最强
战队”，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组，
由呼吸、重症、感染、中医及相关部门通
力合作，对每一例确诊患者都做好多学
科会诊，对重症、危重症患者给予重点

关注，多次组织专家会诊；分批次派出
多名医务人员支援前线，不分昼夜往返
于社旗、淅川等县（市、区）参与会诊，使
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组织对
病毒性肺炎治疗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提
供药方，备足饮片，提前下手并备足中
成药，对患者进行中医治疗，充分发挥
中医药优势。

隔离病区防控难度较大，危险系数
高，南阳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连续数小
时穿着厚重闷热的防护服，看诊、施治、
取样、化验，没有人叫苦叫累；采集鼻咽
拭子时，患者不能戴口罩，意味着操作
者随时都有可能被感染，但没有人临阵
退缩；生物实验室医务人员离病毒最
近，可他们不惧生死，持续战斗，只为早
日给出检验结果……这是一群无畏的
战士，他们拼命与死神赛跑，誓死与病
毒抗争，用生命守护生命。

一份战绩背后是十分付出

此次疫情期间，南阳市中心医院
始终恪尽职守、无私无畏，冲锋在一
线、战斗在前沿，全心全意、不遗余力，
为 1000多万南阳人民站好前哨、当好
后盾，成为全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主战场与中流砥柱，取得了一系列突
出成绩：共收治疑似患者 248人，占全
南阳市 1/2；收治确诊患者 51人，占全
市 1/3；收治危重型确诊患者 12人，占
全市 70%。

2月 2日，南阳市首位新冠肺炎患
者栾某康复出院。

2月 4日，南阳市首位重症患者马
某治愈出院。

2 月 11 日，南阳市首次联合 EC-
MO技术和连续性血液滤过技术应用
于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2月 14 日，98 岁的患者朱某治愈
出院，他是目前为止已知的全国最高龄
治愈患者。此为南阳市中心医院硬实
力的体现，也是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的
硕果。

2月 20日，南阳市首批新冠肺炎治
愈者捐献血浆。两位捐献者均为南阳
市中心医院康复患者。

2月 22日，南阳市首次使用新冠肺
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用于救治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

自2020年 1月 22日至 2月 29日 8
时，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治愈出院人
数达44人。

目前，南阳市疫情已进入“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全面巩固提升阶段，
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容不得丝
毫放松懈怠。在南阳市中心医院抗击
疫情的战场上，有“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的力量，有“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的气概，有“逆行而上、舍我其谁”的感
人故事，有“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信
心和决心，更有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
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重要指示
的必胜信心。

为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南阳市中心医院全院职工，用饱满的
热情不断迎接新的挑战，用忠诚与担
当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完成了防控疫情的阶段性任务，向
组织圆满复命，演绎了一段使命必达的
最美“逆行”。

院领导安排部署抗疫工作

南阳市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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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医院是全市防控救治的主战

场之一，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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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日前，禹州市梁北镇纪委认真履行

监督职责，组织镇村纪检干部成立督查
检查组，对全镇帮扶干部工作作风进行
常态化督查，以作风攻坚力促脱贫攻
坚。入户走访，真正掌握第一手情况。
扎实开展“遍访贫困户”活动，纪检干部
每到一户，详细了解贫困户的情况、帮扶
责任人上门走访情况、帮扶措施的落实
情况等，全面了解帮扶工作取得的成效

和存在问题。实查严督，确保作风建设
常态化。紧紧围绕帮扶干部工作到岗、
政策落实、贫困劳动力就业、产业发展、
扶贫项目推进、贫困户“六改一增”等重
点工作的落实，开展精准监督。提前介
入，预防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发生。对扶
贫项目和资金的使用管理，坚持提早介
入，未雨绸缪，有效预防扶贫领域发生违
纪现象和腐败问题。 （宋耀军 马红丽）

文明祭祀 廉洁过节
清明前夕，长垣市蒲东街道纪工

委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坚持纪挺在前，
以早提醒、强教育等方式，强化清明期
间疫情防控监督，督促辖区内各村街、
社区严格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群众祭
扫各项工作。节前提醒亮红线。“暮春
清明，廉洁随行。我们温馨提醒：文明
祭祀，廉洁过节！”街道纪工委通过微
信公众平台，发送严明节日期间有关

纪律的通知，向全体街道党员干部敲
响廉洁警钟。节前教育倡新风。“党员
领导干部要带头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
意识，要管好自己，管好家人。”该街道
以清风蒲东工作群，再次重申纪律要
求。以教育监督关口前移的方式提醒
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廉洁自律各项规
定，做崇尚新风、廉洁清明的表率和标
杆。 （宋君辉 贾念令）

倡导网络“云祭扫”让清明节更“清明”
“清明节期间，党员干部选择非实地

祭扫、分时错峰祭扫、网络祭扫等方式，倡
导绿色、文明、环保的祭扫新风尚。”郑州
金水区文化路街道纪工委向全街党员干
部发送了廉政温馨提示。近年来，该街道
纪工委从预防和警示教育入手，不断加强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从源头上杜绝腐败滋
生。今年的清明节比较特殊，国内外疫情

形势严峻，街道纪工委强化“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防控策略部署和各项措施的落
实，清明期间坚持抓好疫情防控和“四风”
纠治工作。此外，该街道纪工委组织纪检
干部开展祭英烈网络“云祭扫”活动，在网
上浏览英烈事迹，向英烈献花、祭奠，以缅
怀先烈，追思历史，倡导党员干部足不出
户瞻仰烈士和线上祭扫。 （张洁欣）

强化督查 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在疫情防控时期，鹿邑县贾滩镇纪

委主动出击，发挥监督职能，履行监督
职责，压实疫情防控责任，以严格的监
督促履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纪律保障。严肃政治纪律，强化
工作责任。通过工作微信群组织学习
贯彻落实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工作职责，成
立督查组，加强对全镇防控疫情工作的
监督检查。明确督查重点，强化督查力

度。镇纪委对疫情防控各个方面展开
全程监督检查，重点督查返乡人员排查、
隔离、防控宣传、复工返岗等各方面工
作。同时，深入全镇防控卡点，对全镇党
员干部在岗履职进行督查。创新督查
方式，拓宽督查视角。镇纪委结合疫情
防控工作实际，采取专项检查、突击抽
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开展督查、检查，对
苗头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整
改。 （范永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方
便群众办事，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
深入践行服务理念，依托“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创新办事渠道，采
取网上办、预约办、帮代办、窗口办
等形式，累计受理办件 175880 件、
办结 143470件，实现疫情防控期间

“业务不间断，服务不打烊”。一、数
据跑路“网上办”。该中心依托政府
网站、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等新媒
体，积极宣传引导群众通过河南省
政务服务网、“豫事办 APP”手机客
户端进行网上申办，采用网上申报、
线下邮递材料、网上办结的方式，实
现非接触形式办理业务。二、总体
管控“预约办”。对确有必要到窗口
办理的部门业务，开展“预约办理”，

根据即办类业务和承诺件业务预先
进行分类登记，通过电话预约办事
时间和办事流程，实现对来访人员
的控制，保证疫情期间办理业务不
扎堆。三、精细服务“帮代办”。对
于户籍、医保、民政等即办类业务，
实行帮办、代办等服务模式精准快
速办理，该中心组织人员帮助企业
和群众收集申请材料送达审批窗
口，并及时将办理结果邮寄到群众
手里，实现不见面办理。四、有序开
放“窗口办”。在充分做好行政服务
大厅消毒防控的基础上，逐步有序
开放实体大厅窗口，组织群众规范
佩戴口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和消
毒，采取电话预约、现场排号等方
式，安全有序办理业务。 （李亚杰）

临颍县行政服务中心
疫情期间服务群众“不打烊”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漯河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漯河市医疗救治专家组组
长李耀军的身影，经常见诸各类媒体平
台，成为漯河市抗“疫”的“网红”人物。
与他同样因抗疫而“网红”的，在漯河
市中心医院还涌现了一大批：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胡海英，一病区主
任吴茱萸，重症科主任、河南省第八批
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二党支部书记李叶
宁，护理部副主任、河南省第八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护理组组长赵秋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全市
定点救治医院，漯河市中心医院在全力
搞好救治的同时，组建融媒体报道团，实
施信息采编包干制，大力宣传抗“疫”政
策，普及科普知识，深入挖掘一线医务人
员的典型事迹，讲好战“疫”故事，营造了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浓厚舆论氛围。

该院抽调了宣传科、党委办、院办
7名骨干，分别“驻站”发热门诊、预检
分诊点、隔离病区、支援湖北医疗队和

医务科、护理部、感染办、耗材科等重
点部门，实行“一对一”或“多对一”定
点蹲守，第一时间采编火线动态。“驰
援武汉日记”“在隔离病区的日子”“致
敬·感动”……这些精心设计的栏目，
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等融媒体形
式，通过医院的官网、微信、院报等平
台，实时展示了医务人员在关键时期
的责任担当和医院战“疫”的显著成
绩，极大鼓舞了前后方将士的斗志。

在抓好自媒体报道的同时，该院
还积极与权威主流媒体沟通合作，相
关报道分别被中央、省、市多媒体刊
发。据不完全统计，疫情发生仅前2个
月，该院自媒体平台已发稿130余篇，
在市级以上各类媒体发稿 360余篇，
形成了舆论宣传“矩阵效应”。在先进
人物的感召下，漯河市中心医院实现
了“武汉江汉方舱医院和本院隔离病
区患者零死亡、零投诉、医务人员零感
染”的既定誓言。 （谷运岭）

漯河市中心医院：融媒体讲好战“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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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晚，双色球第 2020017

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头奖 15 注，

单注奖金为 599 万多元。江苏彩民

幸运中得 6 注一等奖，其中 5 注被苏

州彩民揽获，中奖彩票是花费 10 元

的单式票，号码由中奖彩民机选后进

行修改，1 注号码投注了 5 倍，奖金

2996 万多元。中奖站点是位于常熟

市谢桥方浜工业园的 32050598 号福

彩站。

资深“蓝球”爱好者

3月 30日大早，幸运彩民蒋先生到

江苏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奖金。蒋先生

是苏州当地人，福彩休市期间他就天天

想着什么时候能复市，想着买彩票。“我

是福彩的老彩民了。”蒋先生说，“二十

几年早就习惯了，每期只买双色球，一

次不买就想得慌。”

蒋先生有着多年的购彩经历，他

说：“我从来不守号，20多年一贯如此，

红球都是随机，再根据前几期出现的蓝

球号码情况进行选择，也就是说随机号

码出来后只改蓝球。”

曾经“有憾”擦肩过

蒋先生和工作人员分享了一段买

彩票的小故事。早在多年前，蒋先生在

一家福彩站随机出了一张彩票，因为要

去外地出差，所以匆忙买完就走了，谁

知当期开出的一等奖号码和蒋先生随

机出的号码仅一个蓝球之差。

“中奖的蓝球号码跟我后来在火车

上选的号码一样呀！”说起这段往事，蒋

先生还是很懊悔，就这样遗憾地与大奖

擦肩而过。

幸运“选择”有缘人

此次蒋先生中了大奖，心情格外

好。他表示，凌晨两点多起夜的时候发

现自己中了头奖，这一激动就睡不着

了，翻来覆去，还惊醒了老伴儿，一家子

沉浸在喜悦中。

办理完兑奖手续，蒋先生坦言，想

用这笔奖金给孙子置办房产。同时

他还表示，会继续购买福彩双色球，

这已然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蓝球”爱好者，10元喜中双色球2996万多元

自封丘县平安畅通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以来，封丘县应举镇纪委充分发
挥监督职责，迅速行动，攻坚克难，多
举措督促整治行动稳步推进。一是严
肃管控纪律。对拆违工作进行分解，
建立镇村干部自查专项台账。二是建
立举报制度。细化拆违工作方法，建
立拆违举报制度，力争把违法建设控
制在萌芽状态，对在违章建筑管控工

作中不落实责任和措施、故意隐瞒情
况、弄虚作假、工作推诿扯皮、发生违
章建设行为处置不力等相关问题的，
一经查实，严肃处理。三是突出监督
重点。把违建拆除的全过程作为重点
监督检查内容。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
合、面上督查与具体事项推进相结合，
深入各拆违现场，有针对性地提出督
查整改意见和建议。 （张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开封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城西街道紧紧围绕疫
情防控这一重要工作，多措并举，履职
尽责，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社会大局安
全稳定。一是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安
排。切实做到一手抓好疫情防控不放
松，一手抓住信访主业不忽视。二是
创新信访举措，畅通渠道。疫情期间，
积极引导信访群众采用网上、电话、来

信、微信等渠道，安排专人负责群众反
馈信息，及时梳理统计信访情况，确保
群众“足不出户”便可表达诉求。三是
强化工作机制，担当作为。全体党员
干部充分发挥信访工作的积极作用，
切实做到疫情防控好、群众利益维护
好。截至目前，已办理信访案件 2件，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件。

（徐磊）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封丘县赵岗
镇纪检监察干部积极为贫困群众增产
增收想办法，脱贫致富谋出路。该镇
纪检监察干部对各村各户的产业发展
情况进行经常性巡察，时刻关注贫困
人口的产业发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妥善解决处理，具体到事，责任到人，
用督查之手压实帮扶责任。认真审

视各村各户的产业发展计划，对于产
业发展落后的村、户督促帮扶责任人
重点进行分析研判，制定科学有效的
产业发展计划。奖补办法中，对贫困
户自主发展产业的奖补标准细化到
了一棵苗、一只鸡，让贫困人口看得
清楚，想得明白，动得起来，为巩固脱
贫成果提供坚强保障，更让各级帮扶
干部认真落实帮扶责任。 （支铭亚）

收官之年加压奋进 纪检监察主动作为压紧拆违监督责任 筑牢拆违纪律堤坝三举措做好疫情期间信访稳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