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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中原战““疫疫””地方巡礼地方巡礼

安阳篇安阳篇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一次生死

较量的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白衣天使逆行出征，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历经两个多月攻坚克难，安阳战“疫”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说：“非常之事，需非

常之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阳市委、市政

府和全市人民一道，坚定信心，精准施策，同舟共

济，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构筑

起阻击疫情传播的人民防线，夺取了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如今，安阳处处透出春的气息：田畴染新

绿，田间地头到处是春耕忙碌的身影；宅家的市

民纷纷走出楼院，信步公园游园，徜徉街头巷尾；

大街小巷的商家次第开业，路上车流又恢复了往

日的喧嚣；工厂车间里传来机器轰鸣声，建筑工

地上塔吊忙碌旋转……

疫情防控仍不放松，复工复产如火如荼。

这是两场大仗，也是两张考卷。安阳人给出的答

案是：“两战”必胜，共赢春光！

新年伊始，疫情悄然蔓延，从武汉波及全国，牵动
人心。

确诊病例不断增加，疫情发展之快令人心惊。如
何在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中闯关夺隘，考验着决策者
的智慧、责任和担当。

1月 24日，安阳市启动联防联控机制，成立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委书记李公乐任总指
挥，代市长袁家健任第一副总指挥。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是场硬仗！我们必须赢！”1月 25日，在安阳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上，袁家健向全市发出
战斗指令。

随之，综合协调、疫情排查、疫情防控、医疗救治、
物资保障、社会宣传、督导督查等7个专项工作组同时
成立，构建了职责清晰、分工明确、高效协同的疫情防
控工作体系。

安阳城市应急体系全面激活。指挥部每天一次调
度会雷打不动，一次次详细部署，一次次紧急公告。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闻令而动——疾控中心
的另类“侦探”，争分夺秒还原患者活动轨迹；公安民警
顶着风吹雨淋，维护稳定；乡镇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摸排，
苦口婆心劝人戴上口罩；党员干部们，自发组建小区防
疫分队，帮助采购物资、配合消毒防控；环卫大叔、超市
阿姨、保安大哥、志愿青年……每条战线，每个行业，每
个小区，每个路口，每次体温检测……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大家深知，人人置身其中，人人都是防线，每名群众
都是战士，每次防控都是战斗。正是每一个人的严防死
守、敢于担当，才为安阳织密起最安全的防线。

面对持续攀升的确诊病例数字，安阳市委、市政府
清醒地认识到，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把思想意识“发条”
拧得更紧，以最严厉最果断的措施投入到救治确诊患
者中。为了更快更准救治患者，安阳市在国家卫健委
要求的“四早”基础上，在全省率先增加了“两早”，形成

“早发现、早报告、早观察、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的
“六早”防控救治机制。

4月 1日起，国家卫健委在每日疫情通报中，公布
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报告、转归和管理情况，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

事实上，安阳早在 1 月底就出现了无症状感染
者。在没有现成案例和经验可参考的情况下，安阳市
委、市政府高度警觉，立即组织相关专家研判分析，明
确“专班处置、提级排查、严密防控、阻断传染”的思路，
连夜组建市级领导负责的工作专班，将县（市、区）级排
查上升为市级专案挂牌排查，公安部门第一时间介入，
流调更加精准，排查更加严格，防控更加科学。启动日
调度、日报告、日研判制度，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
务会议专题听取处置工作汇报，针对可能存在无症状
病毒携带者的新情况新问题，邀请疾控专家分析研判，
先后 8次专题研究部署防控工作，完善和强化协同作
战机制。医疗机构及时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隔离医学
观察，并根据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医临床治疗，
有效预防感染者病情进一步恶化。

科学决策部署
更快更准防控疫情

安阳是“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
发展、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交
会点。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物流
通道正恢复强劲脉动，安阳市委、市
政府又打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全力推动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复工复产催生人才需求。3月2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我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十场新闻发布会，
通报全省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情况，安
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袁家健发布安
阳市“洹泉涌流”人才集聚计划。

该计划主要包括1个总政策和17

个子政策，概括起来为“一个体系”“三
类人才”“七项优惠”，是安阳市人才政
策创新与突破力度最大的一次，也是
历年来含金量最高、惠及面最广、针对
性最强的人才政策，向全社会传递出
安阳市委、市政府对人才工作高度重
视和求贤若渴、广纳英才的强烈信号。

紧接着，安阳市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并原则通过了《关爱企业家“八大
员”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市直相关部
门各司其职，为企业家当好“宣传员”

“联络员”“组织员”“勤务员”“护航
员”“解说员”“交通员”“保健员”，并
出台了表彰激励、政企沟通、引进人
才、服务企业、依法维权、政策宣讲、

绿色通道、关爱健康等八个方面 24
条具体措施，关心支持企业家特别是
新生代企业家健康成长。

为激活全市旅游经济，安阳市还
将推出促进旅游业复苏和长期向好
发展“政策包”，制定出台“迎客入安”
八项措施，相关政策正在细化……

人们如何判断“春天”的到来？
唐代诗人孟郊道：何物最先知，

虚庭草争出。
冰心先生答：春何曾说话呢？但

她那伟大潜隐的力量，已这般的，温
柔了世界了。

4 月，春光如约而至，安阳已经
复苏。③6

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新冠肺炎
患者生命，千方百计救治重症、危重
症患者，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关键所在。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是全市唯
一一家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
机构。该院累计收治新冠肺炎住
院患者 53 人（含滑县），其中重症 4
人、危重症 4人、普通型 22人、轻症
23人。

在医护人员精心医治下，2月 4
日上午 9时 30 分，安阳首例治愈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小宋（化名）
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康复出院。

2月 10日，全市 7名新冠肺炎患
者痊愈并集中出院。

3月 6日上午，最后 1例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至此，安阳市
53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实现

了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双清零”。
截至目前，该市无新增确诊病例，而
且医务人员零感染，取得了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阶段性成果。

新冠肺炎疫情来得快、来得猛，
如何确保患者及时得到最佳救治？

“一定要以民生为中心，不惜代价，全
力救治！”安阳市立足于“早”，着眼于

“防”，聚焦于“治”，坚持政府兜底、财
政负责，不惜代价救治，尽最大努力
提高治愈率。

—— 在 全 国 率 先 实 行“ 四 集
中”。将优秀医护人员和优质医疗设
备等资源集中到安阳市第五人民医
院；全市规范设立30家发热门诊，增
设126张留观床位，增设单人单间隔
离病房 260间；组建抗疫专家队伍，
涵盖呼吸内科、重症医学、传染病、中
医等专业，全市 18名精英骨干进驻

隔离病房，充实救治力量。
——实行精准分类救治措施，紧

扣国家每一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对
照每一例收治患者具体情况，努力做
到提早研判、提早干预、提早分类管
理，最大限度减少轻症转重症、重症
转危重症。所有病例均由市级专家
组逐一会诊，根据每个患者的病情，
采取个体化治疗方案。

——重症病例有专班负责，专家
组随时会诊，适时调整方案。坚持理
论与临床相结合，充分发挥中西医在
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的协同作用，免
费为确诊患者提供中药汤剂。

——医保部门对新冠肺炎定点
救治及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预
付资金 1100万元，有效减轻医疗机
构垫付压力，全力保障患者救治工
作。

不惜代价救治 尽最大努力提高治愈率

河南省第十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安阳分队圆满完成任务后，乘专机返回。 本报资料图片

企业车间复工复产忙。 郭有明 摄

超市商品供应充足。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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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一支体温计、每人每天两个
口罩、接受红外线测体温、进行鞋底
消杀、分时分批就餐、使用一次性餐
具……2月上旬以来，位于汤阴县的
河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内，带着健康
证复工的员工们迎来了史上最严防
护措施。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
安阳市精准调整战术，及时把推进复
工复产放在重要位置来抓。

2月 9日，安阳市通过在线视频
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复工
复产事项。会后，该市接连出台推进
企业复工复产、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
多项政策文件，税费减免、就业稳岗、
金融帮扶等 20多条高含金量的政策
措施，按下复工“快进键”。在环保压

力下，安阳市对企业实行A类、B类、
C类三档绿色绩效分级，让“绿色”企
业开足马力生产。

企业复工复产，政府服务为要。
如何把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安阳市
在网上建立了企业复工复产问题直
报微信工作群，第一时间接收企业信
息，快速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甘当中
小企业复工的“店小二”。

前不久，安阳岷山集团因疫情遇
到资金难题，眼瞅着 6亿元的贷款陆
续到期，企业只得将情况反映到安阳
市企业复工复产问题直报微信工作
群。在政府帮助下，该企业的难题很
快得到解决。

生产农用化肥的安化集团急需
口罩，购买无渠道。安阳市工信局得

此消息后，及时帮助解决了 1.5万只
口罩。在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中，安阳
市先后帮助 210多家中小企业解决
了39万多只口罩。

各部门积极联动，助力复工复
产。安阳市市场监管局积极推行网
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服务，
网上办理注册审批等业务近400件，
预约办理业务 30余件，电话指导企
业 50余家次。安阳市税务部门通过
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短信平台、咨询
电话及时向广大纳税人宣传“非接触
式”办税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受理纳
税人预约、上门办税5209笔。

目前，安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四
上”单位复工已应复尽复，省、市重点
项目全部按照序时计划实现开复工。

甘当企业“店小二”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

打出政策“组合拳”全力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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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安阳战“疫”
——安阳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