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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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 日上午，荥阳组织全市各乡

镇、市直单位班子成员，各个行政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及部分规模以上

企业负责人，部分投资 5000 万元以上

重点建设项目负责人，部分房地产及建

筑企业负责人分别在主会场和乡镇、产

业园区、党校等七个分会场召开全市三

级干部会议，共商慎终如始抓好防疫工

作的态势下，如何抢抓中部地区崛起国

家战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三

大机遇”，蓄势崛起，构建“东部富美、西

部强美、南部优美、北部静美、中部靓美”

城市新格局。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

社会发展，荥阳市规模以上工业、规模以

上服务业、规模以下工业、规模以下服务

业、建设工程五大类指标，企业复工率和

用 工 恢 复 率 已 于 3 月 18 日 均 达 到

100%，综合排名持续处于郑州市第一

梯队。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荥

阳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

固和拓展。

□何可 任学军 蒋士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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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往直前
医护人员成为疫情防控的中流砥柱

春暖花开日，英雄归来时。
3月 31日上午 11时，荥阳支援湖北抗疫的英雄——荥

阳市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医师刘凯川，在武汉抗疫一线，与
病毒奋战20余天，圆满完成援鄂任务，胜利归来。

写着“欢迎英雄回家”的专车缓缓驶入医院，刘凯川打开
车门，医院门口两侧荥阳市人民医院的同仁以热烈的掌声欢
迎英雄归来。

2月22日，刘凯川就是从这里出发，踏上驰援武汉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征程。在武汉的 20多天时间里，刘凯川与来
自全国各地的医护工作者和武汉人民一起与病毒鏖战。3
月 9日下午，刘凯川工作的江汉方舱医院完美休舱，刘凯川
完成使命返回郑州，在经过14天的隔离观察后，重新回到同事
们中间。

用生命守护生命。跟刘凯川一样，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伊
始，荥阳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各个医院近千名医护工作
者用一封封写着铮铮誓言、按着鲜红手印的请战书主动请
缨，挺身而出，冲在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线。

打好主动战，下好先手棋。按照“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
而无备”的原则，提前设置集中医学观察点。在璞苑酒店、铂
尔曼酒店、檀山酒店等3家酒店设立3个集中医学观察点，共
计 230个床位，实行全封闭管理，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隔离观察。

荥阳针对“四类人员”及时采取不同措施分类处理和治疗：
对确诊、疑似病例采取隔离治疗，对不明原因发热病人、密切接
触者采取集中隔离观察。按照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不拖一天
原则，荥阳在“一人一房”隔离措施基础上，兼顾人性化考虑。
截至目前，累计接收隔离病人293名，解除隔离人员251名。

按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
该市抽调重症医学、呼吸科等领域的中、西医临床专家，组成
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建立中西医联合会诊制度。市
人民医院作为定点救治医院“应备尽备”，组建4个医疗梯队
和护理梯队，购置了负压救护车、车载呼吸机、除颤仪、手持式
静电消毒喷雾系统等救治设备和转运设备。开通“河南省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应急远程会诊系统”，与郑大一附院、省
人民医院等省级医院专家通过远程会诊联合诊治危重患者。

荥阳先后确诊救治7名新冠肺炎患者。2月 11日首批3
名新冠肺炎患者符合解除隔离和治愈出院标准，康复出院。
2月 20日下午，4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康复出院。至此，荥
阳市辖区内救治的 7例确诊患者全部治愈“清零”。实现了
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两个零”目标。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荥阳市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建立“三位一体”工作模式，

“专业人员+公安干警+社区干部”联动协作。在保持原有流
调人员规模的基础上，从全市公安、社区中抽调 29名人员，
组成共 64人的联合流调队。自 1月 23日至 3月 29日，累计
排查密接者 446人次。消杀小组按照防控技术规范在规定
时限内完成消杀任务，自疫情发生以来，消杀组共执行93次
消杀任务，出动268人次。

随着 2月 20日荥阳最后 4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治愈出
院，荥阳市已连续6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连续55天无新增疑
似病例，整体疫情防控工作实现了稳中趋好、迈入了新阶段。

慎终如始
党员干部扛起抗疫战场鲜红旗帜

荥阳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开展，离不开2个多月来坚守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
群众“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

3月 29日，从柬埔寨归来的荥阳籍市民刘某涛，在荥阳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专班和豫龙镇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顺
利办好相关手续，离开新郑机场，回到荥阳檀山酒店集中观
察点，开始为期14天的集中观察。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荥阳工作重心由“内防扩散，外
防输入”逐渐转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为此，荥阳紧绷这
根弦，成立专班入驻新郑机场，积极配合郑州疫情防控指挥
部，认真落实中央“完善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
机制”，严格实行“扫双码”、测体温、分流、转运、隔离等措施，
进一步强化对境外入荥人员管控，做到精准施策、科学防控，
全力以赴做好入境人员分流管控工作。截至目前，荥阳集中
观察境外入荥人员74人次，无一人确诊。

从内防扩散到内防反弹，荥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疫
工作慎终如始，自始至终充满艰辛和汗水……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荥阳第一时间成立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设置“一办八组”（后改为

“一办五组”）集中办公，先后发出《关于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
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致全市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
的倡议书》等，动员和激励全市1211个党组织和38000余名
党员在防控一线当先锋、作表率。荥阳市各级党组织主动作
为，聚集各方力量，创新工作方法，从源头查起切断传染途
径，筑牢防线，使荥阳疫情迅速得到稳控。无数优秀党员干
部，以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最高使命，义无
反顾冲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争分夺秒抢救患者，与病魔进行
殊死较量，成为“疫”线上的一面旗帜。

“郑凯，春天来了，你是否脱下了棉大衣？是否感受到了
春天的气息？咱们的党员先锋队坚守在高铁郑州西站服务
站口，在战胜疫情的最后关头，真心希望咱们一起去分享那
党旗飘飘凯旋的自豪与感动！”清明前夕，荥阳市司法局的同
志们点开“我们的节日·清明”网上祭祀活动的网页，纷纷留
言，缅怀曾经携手前行的好战友、好兄弟——“司法行政系统
二级英模”郑凯同志。

作为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郑凯，生前系荥阳市司法局社
区矫正管理科科长。1月30日凌晨，他在与同事驾车前往疫
情防控服务站换班途中遭遇车祸，抢救无效去世，年仅 45
岁。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私奉献的优
秀品质，展现了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强烈担当，树立了新
时代好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杰出榜样。

疫情面前，荥阳各个行业、各个系统无数党员干部职工
像郑凯一样冲在疫情防控一线，不分昼夜奋战抗疫。全市
15个乡镇（街道）以及卫健、交通、公安等承担一线工作任务
的委局的党员干部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岗”“党员责
任区”“红色代购员”，组建“医务先锋队”“青年党员突击队”

“巾帼服务队”等党员志愿服务队伍，全市上下形成了阻击疫
情的严密防线。

荥阳市把支部建在防疫服务站上，成立 20个市级疫情
防控工作临时党支部和462个防控点临时党支部，带动广大
干群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先后选派 8名科级干部到人
员密集、返乡人数多的两个街道办事处进行疫情防控专项挂
职，20名科级干部到各市级道路防疫服务站带班值守，339
名在职党员充实到无主管小区各卡点，5100余名党员志愿
者成立防控工作队承担起老旧小区疫情防控工作。出台《关
于开展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考核的通知》，将下沉一
线的党员干部全部纳入属地乡镇（街道）管理和考核，并同步
成立专项干部考察组，深入疫情防控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对
表现优秀的190余名群众纳入入党积极分子，对150余个先
进典型团体和个人加大宣传力度，起到了良好的激励作用。

全市各单位踊跃捐赠，累计募集到款物 302.87万元，陆
续投入全市疫情防控第一线。划拨专项党费 108.86万元，
用于解决购置防护物资、补助、慰问等，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凝聚无穷力量。

“三送一强”
企业复工加快经济转型发展

3月 30日下午，随着一阵嘹亮的汽笛声响起，郑州中车
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内，复工达产后下线的首列郑州地铁
列车被分别装上运输车辆，运往郑州市地铁集团公司。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好转，3月 8日，河南省公布
全省县(市、区)疫情风险等级名单，荥阳市列入Ⅲ类县市。为
此，荥阳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
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在荥阳相关部门“三送一强”政策帮助下，郑州中车公司
克服防疫物资供应、异地员工隔离、配件运输等实际困难，在
抓好疫情防控同时，抓产能恢复，顺利实现复工复产。“我们
公司于 2月 22日复工，26日达产，一季度已生产郑州地铁 4
号线列车 8列，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倍，实现疫情期间产量不
减反增。”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垒
说。目前，全体员工满负荷生产，已恢复到1辆/天的产能。

为尽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早在2月9日，荥阳便成立了
服务企业领导小组，建立“一个领导小组、双重分包项目、三
级专班服务”的组织架构。成立荥阳市企业复工复产领导小
组，由5名县处级领导带队，抽调20多个部门70余名干部集
中办公，设立六个工作小组。制定“一总三专多细则”复工复
产方案，针对工业、服务业、建设工程，分别制定行业性复工
复产实施方案，明确具体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全市各行
业主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分别出台疫情防控指导意
见、复工复产工作规范、预防性消毒指南、复工复产审核及督
导要点等多个工作细则，明确具体工作流程。建立动态图文
信息库和项目推进台账，推动形成“工作有遵循、落实有规

范”的制度体系。
荥阳还积极推进并联审批、容缺办理、联合审验、拿地即

开工等审批制度改革措施落实，实施集中开工、分层分类推
进等举措。成立项目行政审批服务专班，深入解读相关扶持
政策，全面开展“一对一”精准特色服务，加快推进项目手续
办理。全市县处级领导、市直分包部门走访企业 238家，现
场协调解决问题312个。推行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
办，接受咨询6980余人次，办理涉企业务3740件。

为打造适应产业快速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荥阳以“三
送一强”活动为抓手，针对企业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生产物
资不足等问题，组建服务专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计企业
口罩等物资需求，缺口部分统一调配解决。截至4月 10日，
全市累计帮扶企业8357家，解决问题91360个，协调解决用
工 102282 人、口罩 503.83 万片、消毒液 322 吨，税收减免
77557 万元、行政收费减免 60342 万元、房租减免 2949 万
元、帮助贷款98.79亿元、贷款贴息2397万元、专项债169.68
亿元、奖补资金 6486万元、其他资金 16.88 亿元，保障土地
8536亩。

像郑州中车公司一样，郑煤机、三华科技等荥阳域内一
批龙头企业纷纷驶入达产达效“快车道”。荥阳市规模以上
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规模以下工业、规模以下服务业、建
设工程五大类指标，企业复工率和用工恢复率已于 3月 18
日均达到100%。

统筹兼顾
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仗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脱
贫攻坚的影响，向全省全市人民交上满意答卷，荥阳坚持防
控同时不忘脱贫攻坚任务，两场硬仗一起打。

“挂面厂这份工作好，守在家门口就业，既增加了家里的
收入，又不耽误干农活，还可以照顾家里老小，让俺生活上也
多了一个奔头!”姜芬先是荥阳市刘河镇石庄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里有三个学生，还有 90多岁的公婆要照顾，出不了
远门，只靠丈夫一人外出打工，她既心疼又无奈。

在荥阳市纪委监委驻石庄村第一书记苏庆洋的东奔西
走帮助下，村里的扶贫项目——石庄村空心挂面厂顺利复
工，姜芬先也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解决贫困的关键是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贫困人口
的收入必须抓好贫困帮扶项目复工和贫困人口就业。为此，
荥阳针对疫情给贫困人口外出打工造成的影响，党政一把手
负总责，紧盯产业扶贫，不断推进扶贫项目开工复工，促进贫
困劳动力家门口就业。

连日来，各驻村第一书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深入
组户，排查摸清贫困户和务工人员的底子，了解他们的诉求
和就业打算，针对有劳动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制订一对一的
务工计划，通过线上和线下等方式，抓好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宣传招工信息、推荐就业岗位。

“一天60多元，我和老伴两人一起干，一个月也能拿3000
多元呢！”王福林是刘河镇分水岭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受疫情影
响无法外出就业。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刘河镇结合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在村里设立多个临时性工作岗位，按天计酬、灵活
就业，建档立卡户参与村内的人居环境整治可以获得一天60
元左右的酬劳，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如能再找到心仪的工作
可以随时外出就业，实现公益岗位与外出就业的无缝衔接。

3月24日，为提升居民消费热情，持续激发市场活力，荥
阳组织启动全民消费月，并给贫困人群准备两份“大礼包”：
一是开展“送券促消费，特殊人群享温暖，保民生惠民生”活
动。市政府拿出 81.83万元，针对全市城乡低保家庭和分散
特困供养人员8183人，每人送上100元消费券，让低收入者
切实感受到政府的关心。二是举办“春满中原”互联网+促
消费、推上行、助脱贫线上签约活动，刘河小米、广武大葱、河
阴石榴、千尺塔柿子醋、千尺塔柿饼、毛一家土蜂蜜等150余
种特色农副产品上架“农购网”。“农购网”提供免费平台，加
快滞销农产品与大型农批、商超、机关食堂等平台的有效对
接，采取网上“点对点”精准对接的方式，促进消费扶贫，满足
城乡居民基本民生消费需求和帮助贫困居民持续增收。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场大战，也
是一次大考，我们既要有责任担当之勇、也要有科学防控之
智，统筹兼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
大考中交出满意答卷。”荥阳市委书记宋书杰说。2020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荥阳全
面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之年。如何转危为
机，加快攻坚转型、蓄势崛起？荥阳将抢抓“三大机遇”、放大

“三大优势”、应对“三大压力”、把握好“七点七新”，为开创新
时代“郑西新城 和美荥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积极力量。

荥阳 慎终如始抓防疫 只争朝夕促发展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荥阳企业有序生产

3月 30日，郑州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复工达产后下线的首列郑州地铁列车
整装待发

3月31日，荥阳支援湖北抗疫的英雄——荥阳市人
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医师刘凯川，圆满完成援鄂任务归来

3月 25日，“抗疫先锋‘郑’好有您”最美抗疫人，走
进荥阳党建主题公园

3月 27日，荥阳在中原智谷举办“春满中原”互联
网+促消费、推上行、助脱贫线上签约活动

4月13日，荥阳组织第一季度重点项目建设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