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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篇开封篇

战“疫”中的开封行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大战

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

中书写合格答卷，开封打

了一场漂亮仗！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开封全市上下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

3月 3日，开封实现

新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

例“双清零”。国家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督导组对

开封疫情防控工作成效

给予充分肯定，称赞开封

形成了“一家人、一条心、

一盘棋”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局面。

1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冠肺炎疫
情作出重要指示。开封市吹响了这场捍卫
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全民战争的“集结号”。1
月 21日上午，开封市委书记侯红主持召开
市委常委会会议，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提出
明确要求；1月 25日，开封市成立了由市委
书记侯红担任总指挥，市委副书记、市长高
建军担任第一副总指挥的开封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统一领导和有效指挥，第一时间发出指令，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

第一时间行动，第一时间落实。
在市委的有力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检验，全力以赴、
科学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县区各单
位迅速发动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全面落实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构筑抵御疫情的严
密防线。

“病毒不放假，我们也不能放假！”党员
干部在防控第一线纷纷表示。

由市级领导牵头的12个工作专班，分秒
必争，促成了一项项决策、发出了一道道指

令，确保了疫情防控政令畅通、高效推进。县
乡村干部也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奉献的精神，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全市
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
汇聚成共抗疫情的磅礴合力。

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成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关键。开封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
握疫情，立足一个“早”字，坚持早排查、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与病毒抢时间。

开封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提高防控效率、
处置能力，运用信息化、现代化手段整体推
进疫情防控工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除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
一次会议外，其余均通过云视讯等视频形式
进行调度。

依托 2018年 8月建成的市、县、乡三级
“视讯网”，开封分别在市指挥中心、市应急中
心、县区指挥中心等处多节点灵活组网，对全
市疫情防控进行网络视频调度；同时，安排

“一中心四平台”专业技术人员全天值守，及
时发布各类专项任务，专人专班跟踪督办，实
时研判调度，疫情防控期间每天排查上报处
置各类事件8000件以上。

河南移动公司数据显示，开封视频会议
工作流量占全省的60%以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胸怀大
爱的开封人，尽显气度。

疫情袭来，一个个义无反顾冲向
一线的身影，防护服脱下后一双双被
汗水浸泡的手，口罩摘下后一道道深
深的印痕……开封市广大医务人员披
上白色战袍，迎难而上，成为这场战

“疫”中的“最美逆行者”。
“疫情凶猛严峻，谁都会害怕，但

穿上这件白衣，你就是战士，没有退
缩的理由。”开封市传染病医院应急
梯队第一梯队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
的综合病区副主任闫宗光说。

1月 24日，除夕，随着市卫健委
发出取消春节休假的通知，全市医
务和疾控人员迅速返岗投身战“疫”
前线。在这场特殊的“大考”面前，
他们的话简短却有力：召必回，战必
胜！

一个个积极请战的医护人员红
遍网络，一批批不避险、不畏难的支
援湖北医疗队令人感动……他们在
危险的地方坚守，他们向着战场勇敢

前行！
春节期间，一段短视频在微信朋

友圈“刷屏”。视频中的男子哽咽着
高喊“王月华，我爱你”，他是河南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青年医生徐国
良。他的爱人王月华是河南大学淮
河医院主管护师，1月26日随河南省
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驰援武汉。当
天，共有 52名“白衣战士”带着开封
人民的祝福和嘱托奔赴武汉战“疫”
第一线。2月 2日，来自开封市中心
医院、开封市人民医院、开封市中医
院的 18名医护人员启程出征；2月
19日，开封市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
队的49名医务人员踏上支援湖北的
征程。

4月 9日，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开封市52名队员正式解除为期
14天的医学隔离，与阔别已久的家
人相见。徐国良和妻子王月华也终
于在漫漫74天后拥抱在了一起。

没有华丽豪迈的话语，但他们
却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辱使命，

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任务。
疫情面前，一个个普通的开封

人在不经意间走红网络，用爱心温
暖着整个社会。

1月 29日深夜，将8000公斤胡
萝卜运至武汉后，李甫光、李凯龙、丁
小强回到家乡祥符区范村乡传里寨
村。他们没有选择回家休息，而是直
接到村外隔离点自行隔离。这8000
公斤“开封爱心胡萝卜”全部用于抗
击疫情第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餐。

“我们受点罪不算啥，最重要的
是把咱河南人的爱心献出来！”3位
朴实的农民语气坚定。

“河南人真好！幸亏有你们，不
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疫情防
控期间，湖北孝感女孩小李被困开
封，开封市公安局顺河分局工业派
出所民警、小李投宿的酒店老板等
都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开
封，她感受到了家一样的温暖。“我
会永远记得河南人的热情和关爱。”
她说。

“最美逆行”的开封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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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双胜利”的开封担当

□本报记者 龚砚庆 张笑闻

抗击疫情的开封速度

克难攻坚的开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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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社会各界群众欢迎
英雄凯旋。⑨6 本报记者 史
长来 摄

图② 加紧生产，产能不断
释放。⑨6 陈文慧 摄

图③ 社区工作人员在卡
点执勤。 本报资料图片

①①

疫情防控不松懈，复工复产不
误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之时，开封市全面提升责任
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
之谋、组织实施之能，努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实现开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双胜利”。
对今年的经济工作，开封全市上

下坚定信心，按照市委“贯穿一主线
一保障，确保两稳定，打好三攻坚，抓
实五突破”工作布局，努力将疫情影
响降到最低，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做到“一不变、三确保”：年
初确定的目标原则不变，确保完成全
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正常的经济社
会秩序、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
定。

“戴着口罩抓发展”。一系列政
策措施的出台，为开封持续注入强
劲动力。《开封市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
二十条政策措施》《关于全市工业企
业、服务业企业和建筑工程安全复
工复产有关事项的通告》《关于全市
企业和重点项目复工复产的通告》
相继发布，既立足眼前又着眼长远，
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衔接好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与长远工作，统
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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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复工复产企业，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配合其行业主管部门提供“五个
一”服务，即：一个指导服务专班、一套
应急防控流程、一套科学准确的防控
工作指南、一个指定的集中隔离点、一
个指定的对口诊治医院。

3月 8日，《开封市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支持文化旅游企业发展相关政
策措施》正式出台，“真金白银”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一企一策”精准援助，按
下文旅产业复苏的“重启键”。

3月 28日，在“九曲黄河最后一
道弯”的兰考县东坝头镇，总投资
49.28 亿元的兰考黄河湾乡村振兴

示范项目正式奠基，兰考县在乡村
振兴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中又迈出
重要一步。

为进一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确保各项惠企政策落实落细，最近，
开封市又集中 1个月时间开展市级
领导走访调研“四个 50”企业（开封
市政府选定的50家龙头企业、50家
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产品企
业、50家困难企业、50家动态入库
企业）活动，全面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来临。4月1日至10日，
2020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在“云”
上成功举行。开封，这座沉寂了多天
的城市，再次迸发出强大生机与活
力。③8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开封市委
带领广大党员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
沿，全面叫响“党派我来的”口号，共产党员
时刻站在群众身边。

中共开封市委印发了《关于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党的领导
强化政治保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通
知》，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
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尽管腿瘸身上疼，但我借‘腿’也要工
作，到防控点去。”之前腿受伤的顺河回族区
曹门社区党支部书记文娜说，防控到了关键
时期，不到一线去，心里放不下。

“党员在岗，群众安康”，这是开封人最
真切的感受；“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领导我
带头”，最让广大群众暖心、安心。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亮身份、
冲在前，当好防控知识的宣传员、群防群控
的组织员、阻击疫情的战斗员，让人民群众
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干部就在

身前，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
扬。

开封实施的“六个最严格”“五个一律”
等防控措施，危难关头尽显力度：

最严格的排查和属地管理制度，坚决管
住传染源；最严格的疫情监测检测和隔离措
施，坚决切断传染路径；最严格的医疗救治
流程和医疗机构管理工作，坚决救治确诊患
者、保护易感人群；最严格的疫情报告、信息
发布、舆情引导，坚决避免漏报、误报、迟报、
瞒报等现象；最严格的财政保障制度，坚决
支撑救治防控；最严格的社会稳控举措，坚
决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辖区内所有单位、学校、企业一律纳入统
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体系，按照一级
响应要求，在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稳防稳控
中服从统一调度；所有入汴人员、出入车辆一
律接受检查、防疫检测和信息登记；所有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一律实施规范
的医学隔离；所有已经排查出的重点地区来
汴人员一律按规定实施隔离和医学观察；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违法犯罪、违纪违规、干扰
秩序、散播不实信息的一律严厉打击。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有力举措提供坚强保
障，一个个红色堡垒，一道道制度屏障，将群众
挡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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