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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鹤壁篇鹤壁篇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鹤壁建设高质量富
美鹤城的关键之年。当疫情逐步转入下半
场，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鹤壁决定以“大干四个月”找寻答案。

自1月下旬以来，为加快推进企业、项
目复工复产，鹤壁实行党政干部分包疫情防
控和复工复产“双包”制度，成立了由常务副
市长洪利民、分管副市长郝志军“双牵头”的
复工复产专班，出台支持企业健康发展的10
条政策意见，制定11个行业复工复产方案，
确保符合条件的应复尽复、应复全复。

春潮涌动中，鹤壁已按下复工复产“快
进键”——2月 19日，鹤壁东区6个基础设
施和新兴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0亿
元；2月 27日，鹤山区10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 44.6 亿元；2月 28日，鹤壁举行招
商项目网上集中签约仪式，签约 26 个项

目，投资总额133.9亿元……
为精准纾解企业面临的难点痛点，优

化疫情防控时期的服务质量，鹤壁市还向
全市各类企业派驻服务管家 255名，协调
解决具体困难。

“相关工作人员入驻公司现场办公，仅
用 1天时间就办结了全部审批手续，为我
们尽早复工提供了便利。”鹤壁市祥隆食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敏表示。

“政府指派的‘服务管家’为我们讲解政
策，还帮公司高管解决子女就学等一系列难
题。”鹤壁元昊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志强表
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公司的生产经营
计划，就在大家手足无措之际，“服务管家”第
一时间伸出援手，帮助制定防疫措施、张贴宣
传资料、协调测温设备，积极助力复工复产。

为进一步凝聚起推动鹤壁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势能，3月4日，鹤壁市委办公室、市

政府办公室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部
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全力推动企业
项目全面复工复产并尽快达产达效，大干
四个月，实现“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

截至目前，全市1217家复工的工业企
业中员工到岗率已达 89.9%，387 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中，达产率超过三分之二的
占到99.7%；100个市级重点项目中，50个
续建项目全面复工，计划新开工的50个项
目已开工33个，14个实现提前开工。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扛起责任、经受
考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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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抓好工作
落实，在这次大战与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
交出合格答卷，坚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市委书记马富国表示。③9

稳妥有序 复工复产——迎难而上促双赢

这是一场突如
其来的遭遇战。正
当全国人民张灯
结彩喜迎鼠年
新 春 之 际 ，新
冠肺炎疫情悄
然来临，肆虐
祖国的大江南
北。

抗 击 疫 情 ，
时不我待。形势紧

迫，一触即发。

如何将党中央、省委关于疫情防控的
各项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如何同病毒赛跑，
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首位，全力打赢这场阻击战？鹤壁迅速吹响
了集结号、冲锋号——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第一时间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第一时间成
立由市委书记马富国任政委、市长郭浩任指
挥长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一时间取消公职
人员春节假期，第一时间开展布控排查，建立
指挥部工作会议和“日会商”机制……疫情
面前，全市党员干部迅速转换角色，跑步进
入“战时状态”。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面对疫情考验，鹤壁举全市之力开
展动员，集中发力，确保各项措施无死角、全
覆盖，打出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组合拳——

为遏制疫情蔓延，鹤壁制定了市、县
（区）、村（社区）三级卡点工作规范，建立10
类重点场所管控台账，实施“属地+行业”“大
数据+网格化”排查法，在全市779个行政村、
893个小区、552家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

为有效切断传播源、避免人群聚集，鹤壁
下决心停办第十二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
节，取消日流量近100万的浚县古庙会等29
个大型民间集会，关闭297处公共文化娱乐
场所、20处集贸市场、17个A级以上景区。

为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
和病亡率，鹤壁强化救治保障，组建 214人
防控救治专业队伍，设立 4家定点医院、1
家后备医院和 18个发热门诊，加快负压病
房建设，强化物资保障，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7033万元，让每名患者获得精准救治。

一条条硬核措施不断出台落实，织密
了防控网络，筑起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的坚实防线。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全市公职人
员放弃休假、坚守岗位，医护人员医者仁
心、逆行而上，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
前，广大市民团结一心、守望相助，谱写了
一曲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抗
疫情的壮丽之歌。”市委书记马富国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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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着，盼望着，从来没有哪个春

天，让人如此期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鹤壁市

委、市政府闻令而动、向“疫”而行，牢牢

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统筹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坚持“一手牵两头”，为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奠

定坚实基础。

在这场全民皆兵、波澜壮阔的战

“疫”中，鹤壁汇聚起无难不克、无往不

胜的强大力量。其中，既有以身作则、

带头冲锋的党员干部，也有夜以继日、

连续作战的社区工作人员；既有不怕牺

牲、逆行而上的“白衣天使”，也有挺身

而出、担当奉献的志愿服务队……

2020年的春天，从城市到乡村，

从企业到机关，从社区到学校，鹤壁市

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迅速组织、紧

急行动，群策群力、群防群控，共同绘

就了抗击疫情的动人画卷。

全民动员 大爱接力——众志成城战疫情

“凡有大事发生，共产党员必冲锋在
前。我决心向党组织靠拢，在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中勇挑重担、敢当尖兵。”1月 31
日，鹤壁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生龚玉勇在隔
离病区向党组织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

非常时刻，年轻的新兵们纷纷火线入
党，一位位老党员更是纷纷请战，按下红指
印、递交请战书。

“我有5年传染科工作经历，应对疫情比
其他同事更有经验，论技术、经验、资历，我都
应该冲锋在前！”鹤壁市人民医院疼痛科副
主任冯雷在请战书中写道。这位有着22年
党龄的共产党员，是该院首位递交请战书的
医务人员。

面对严峻的防疫形势，全市广大党员
干部深入一线，主动亮身份、当先锋、作表
率，自觉接受党性锻炼，主动承担防控任
务，争做带领群众开展防疫的主心骨。

在城区，113名社区书记带领党员干
部坚守疫情防控最前线，宣传排查、清洁消
杀、保障服务，守好百姓家门口第一道防
线；在农村，885名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带
领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坚守岗位、守护家
园、保护群众、从严管控，用实际行动筑起
坚实的战“疫”堡垒。

整个疫情期间，鹤壁市共有 9.5 万名
党员驻守一线，2689个基层党组织奋战在
防疫最前沿，设立临时党支部204个，组建
3869 支党员小分队和党员铁军阻击队。
所有防控卡点均悬挂党旗，设置党员“先锋
岗”“示范岗”“责任区”“中心户”，党的旗帜
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

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
需求，哪里就有党员冲锋陷阵的身影。在
此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鹤壁涌现出一大
批可感可学、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典型人

物和先进组织，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使命担
当——

鹤壁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王新国，
不分昼夜、征衣不解，哪里有危险、哪里有病
人，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该院重症医学科副主
任、市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孙屹屹，带领15
名队员白衣执甲赴荆楚，救死扶伤写大爱，展
现了鹤壁医务人员的风采；浚县浚州街道办
事处西马庄村党支部书记马俊新，坚守防疫
一线为群众服务，不幸以身殉职，用生命诠释
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鹤山区中山北路街
道办事处东巷社区党支部书记黄红敏，克服家
中有两位病人的困难，带着两个儿子守在卡
点，被群众称为社区的“安全员”“大管家”。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近一段
时间，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党员干部们
集体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
在鹤城上空。

党旗飘扬 冲锋陷阵——共克时艰担使命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疫情之下，鹤壁
全城动员、全民参与，每一个社区、每一个
网格、每一个村庄都行动起来，汇聚起人间
真情，让这个春天格外温暖。

在淇滨区九州路街道办事处凤凰城社
区，左腿受伤、股骨正在矫正期的范时囵，
拄着双拐投入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他告诉
记者：“疫情不解除，我不下火线！”

在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大石岩村，67
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徐光带领村“两委”干部
和由19名平均年龄 70岁以上的老人组成
的“七老团队”，全面排查登记返乡人员，确
保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实施动态管理，为
疫情防控“底子清”提供基础性数据。

在泰国曼谷，身为泰国河南总商会副
会长的鹤壁人路少奎了解到家乡急需各类
医疗物资，他千方百计采购医用外科口罩
并托人分批寄回，为支援家乡战“疫”尽自
己的一份力……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守望相助，携手
抗疫。

在这场全民战“疫”之中，全市广大群
众响应市委、市政府号召，主动宅家、配合
排查、自我隔离，用实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提供无声支援。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慷慨解囊，干部群众自发组织爱心捐助，
累计捐赠财物逾 4300万元。广大热心市
民千方百计筹集紧缺物资，为防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送去口罩、防护服及消毒液。

此外，各相关企业不计成本、不讲条
件，开足马力保障物资供应。作为全市唯
一的口罩生产企业，鹤壁市利康卫生材料
有限公司自大年初三起实行全天候工作
制，先后克服人员短缺、技术故障等重重困
难，全力生产，确保了疫情防控期间的口罩
供应；全市首家隔离衣生产企业——河南
康灸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仅用10天时间就
迅速建成3条隔离衣生产线并过审投产，一
件件医用隔离衣刚一下线便被打包送往抗
疫一线；为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供应，全
市 47个蔬菜基地正常生产，5个农产品批
发市场、36个商场超市正常营业，全市米面

粮油、肉蛋菜奶等商品供应充足、价格平
稳。

在与疫情的战斗中，鹤壁市社会各界
一次次用行动诠释了“好人之城”的精神风
貌，“好人精神”在广大市民心中不断得以
传扬。

为凝聚全社会共同战“疫”的强大合
力，疫情期间全市各类媒体累计刊发疫情
防控知识稿件 11906篇，新媒体累计点击
阅读量4720万；通过779个农村“大喇叭”
和 893个小区“小喇叭”，累计播放宣传信
息时长 24.6万小时，出动流动宣传车 4.96
万辆次；建立疫情防控诚信“红黑榜”发布
机制，开展“疫情防控好人好事”周周评活
动。

“通过传递好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
政府的声音，报道好全市联防联控、群防群
控的措施成效，挖掘好防控一线的感人事
迹，讲述好基层党员干部的战‘疫’故事，充
分展现了全市上下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抗
击疫情的精神风貌。”市长郭浩表示。

同心战“疫”共守家园
——鹤壁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秦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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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县人民医院医务工作者为新冠肺炎
出院患者送上鲜花。⑨6 郭戈 张志嵩 摄

上图 河南康灸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全力
生产医用隔离衣。⑨6 郭戈 张志嵩 摄

鹤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日会商”机制第十
二次会议和视频调度会议。⑨6 郭戈 袁国强 摄

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淇水湾街道办事处
王寨社区组成党员铁军筑牢社区防线。⑨6
郭戈 李树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