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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互联网医院

开设线上诊疗科室 36个，

医生上线率超过 80%，患

者可通过图文、电话、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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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精准施策 把牢疫情防控主动权

本报讯（记者 栾姗）1 月 27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在
郑州市调研检查安全生产时强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
产电视电话会议和省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工作专题会议精神，统筹发
展和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

周霁一行先到郑州长途汽车
客运东站、熙地港（郑州）购物中
心检查春运、疫情防控和消防安
全工作，随后到省应急管理厅调
研应急指挥调度等情况。在省应
急管理厅召开的座谈会上，周霁
强调，要不折不扣、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
论述精神，用心学习、用情领悟、用
力落实；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一杜
绝三下降”目标任务落实到位；要
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部门
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把责任
拿在手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要
遵循规律，注重专业分析，从早、从
紧、从严、从细、从实抓安全生产，
做到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专业治
理；要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理念，
坚持铁面、铁心、铁规、铁腕、铁
痕，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实；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提升专
业素质，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严防输入，科
学精准抓好春节期间常态化疫情
防控，做到防控不松懈、疫情不反
弹、发展不停步。

副省长武国定参加调研。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 28日，
按照中央和省委要求，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以“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政治
建设，提高政治能力，坚守人民情
怀，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胜
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为主题，召开 2020 年
度民主生活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
任 赵 素 萍 主 持 会 议 并 作 总 结 讲
话。副主任马懿、张维宁、乔新江、
李公乐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省

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指导。赵
素萍首先代表党组班子作对照检
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查，随后，
常委会党组成员作了个人对照检
查，开展了严肃坦诚的批评和自我
批评。

会议指出，要自觉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人
大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站稳政治
立场，扛起责任担当，坚持从严管党
治党，保证法律法规有效实施、权力
依法正确行使，为实现“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作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28日，
省政府重点项目办发布喜讯，去年
我省 1182 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0540 亿 元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113.8%；开工项目 492 个，开工率
100.6%；竣工项目 159 个，竣工率
104%，全面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任
务，成为拉动全省经济增长的中坚
力量。

据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去年我省重点项目率先实现
全面复工复产，一批重大关键项目
进展顺利，涵盖新基建、产业转型发
展、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
新型城镇化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
郑州中心通过科技部验收，黄河鲲
鹏服务器及 PC机生产基地建成投
产，上汽郑州产业基地高效节能发
动机项目开工建设，国家生物育种
产业创新中心 4150 亩田间试验区

基础工程全面开工，太焦铁路、郑州
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通车运
营，青电入豫工程双极低端已送电，
郑州地铁3号线一期、4号线通车运
营等。

省政府重点项目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围绕国家资金投向、

“十四五”规划、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等，遴选一批重点项
目，力争项目数量增加、质量明显提
升，结构更加优化。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烜）1月 28日 9时许，在许
昌打工的张建敏拉着行李箱，走进许昌
高铁东站，准备回老家周口市扶沟县。

在进站口，张建敏接受了“无接触
式”测温。所有进站旅客的体温数据实
时显示在一块大屏幕上，当有旅客体温
超过37.3摄氏度时，会有语音报警，这时
严阵以待的值守人员就会对发热旅客进
行应急处置。

在进站闸机处，张建敏拿出身份证
进行扫描，之后通过自助“刷脸”程序完
成进站，全程仅需两三秒。“完成‘刷脸’
程序后请尽快戴上口罩……”工作人员
贴心地逐一提醒旅客。

候车大厅里，旅客不多，穿着防护服
的专业消杀人员正对地面、座椅、电梯按
键等进行消杀。“车站的疫情防控措施很
到位，我觉得安全更有保障了。”张建敏说。

许昌高铁东站工作人员介绍，进入
冬季以来，他们加大了疫情防控力度：每
天从 6时 30 分到 22 时 30 分，每 4个小
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杀；进站、检票、出站
等岗位直接接触旅客的工作人员佩戴口
罩、手套、护目镜防疫“三件套”；提醒旅
客佩戴口罩、落实“一米线”距离等。

为防控疫情，政府倡导“就地过年”，
许昌高铁东站的客流量与往年春运首日
相比减少30%以上。③5

本报讯（记者 曹萍 通讯员 李
学）1月28日，我省首家中医互联网医
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京东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该平台将
构建起覆盖诊前、诊中、诊后一体化的
医疗服务模式，为用户提供包括在线
复诊、药品配送、健康咨询、随访管理
等服务，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更好地
满足患者随时随地问诊购药需求。

“互联网+中医”是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的一
大亮点。该院院长朱明军介绍，“互
联网医院在建设中充分结合了中医
问诊的特点，以‘十问歌’为特色的问
诊单及以‘中药十八反’‘十九畏理
论’等为基础的用药审核系统等，可
充分发挥中医在慢病治疗、健康管理
等方面的特长。”

同时，该互联网医院还将《中医
方剂学》《伤寒杂病论》等的经方验方
嵌入线上诊疗 APP 系统，并在开方
规则中加入配伍禁忌，如毒性、超剂
量、重复药品系统提醒等，利用AI技
术帮助医生规避用药风险。

据了解，自 2020 年 6 月试运营
以来，该互联网医院已累计为 20多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患者提供了
服务，大大提升了优质中医医疗资源
覆盖范围。

目前，该互联网医院开设线上诊
疗科室36个，医生上线率超过80%，
患者可通过图文、电话、视频三种方
式就诊。问诊完成后，医生线上开
方、线上审方，患者线上支付费用后，
医院通过京东物流免费将药品配送
到家，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方便
快捷的一站式复诊购药服务。

“互联网医院下一步将继续建设
智慧药房、专家云诊室，推进智能穿
戴设备的应用，实现与线下实体医
院、远程医学中心的互联互通，全面
提升服务能力，让更多优质中医资源
惠及群众。”朱明军说。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1月 28日，春运开启。近期我
国多地报告本土散发病例和局部
聚集性疫情，列车作为大众化的交
通工具，乘坐出行是否安全，又是
如何进行消毒通风的？中国铁路
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客运段
高铁二队列车长石甜甜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我们实施硬核举
措，严格把关，加大防控力度，加强
消毒杀菌工作。”

问：旅客列车是如何进行消毒

杀菌的？

答：为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
控，铁路部门进一步加大了对各类
旅客列车的预防性消毒、应急消
毒、终末消毒和全程卫生保洁力
度。列车在始发前和终到后，主要
由铁路疾控所进行彻底的预防性
消毒，对车身内壁、扶手、桌椅等用
含有效氯 500mg/L的消毒剂进行
擦拭消毒。车体消毒合格后，列车
方可出库进站上线运行。

列车行驶途中，根据疫情风
险大小落实不同的消毒措施：在
没有明确列车的传染源存在时，
对车厢进行消毒，并做好记录；配
备 测 量 消 毒 液 的 小 量 杯 和 测 试
纸，保证消毒比例准确，消毒有
效。在疫情低风险地区，对重点
公共区域和重点部位（厕所、盥洗

室、通过台、过道）等，每 4 小时不
少于一次预防性消毒；在疫情中
高风险地区，每 2小时不少于一次
预防性消毒。

列车运行中，发现发热旅客，
对可能被污染的物体表面，使用
1000mg/L 的含氯消毒液进行擦
拭；停用发热旅客使用的卫生间，
排泄物和呕吐物放入密闭的容器
内，到达目的地后进行消毒。

问：在列车上，对于贴身的被

子、枕头等卧具备品如何消毒？

答：列车卧具洗涤消毒杀菌至
少要过三关：第一关，卧具备品下
车进厂关。对卧具备品要认真鉴
定，分轻度污染、污染、重污染三类
进厂，重污染卧具备品要及时单独
收起并报废。第二关，二次精细
分拣关。把带有污迹的卧具一件
件挑拣出来，分别单独放在池子
里用多种洗涤剂浸泡，根据洗涤
情况，随时进行二次洗涤。第三
关，洗涤烘干关。疫情发生以来，
对卧具备品洗涤时，增加了次氯
酸钠消毒液等原料，用于强力抑
菌消杀毒；洗衣机仓内洗涤温度
由传统的 70摄氏度左右提高到 90
摄氏度左右，烘干温度由传统的80
摄氏度提高到 120摄氏度，并延长
烘干时间10分钟。

对经过洗涤的洁净卧具，进行
分类入库检验，集中存放，存放区

域定期消毒，做好登记。严格发放
流程和标准，保证合格产品出库
关，供旅客使用。

问：旅客列车是怎么进行通风

的？

答：动车组列车主要采用顶部
送风、底部排风的通风方式，少数
采用顶部、侧向同时送风，底部排
风方式；普速空调列车采用顶部送
风、端部回风方式。所有动车组和
普速空调列车均能够持续实时供
应新风，空气清洁度、新风量、空气
粉尘浓度、温度均匀性、湿度等技
术参数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普
速非空调列车主要采用自然通风
方式。

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铁路
部门优化了动车组列车通风，针对
少数采用顶部、侧向同时送风的动
车组列车，提高了顶部送风量比
例，能有效防止空气交叉对流循
环。对所有动车组列车，最大限度
增加新风供应量，不同车型的新风
供应量提高了 17%至 33%。动车
组列车各车厢每隔 5至 10分钟可
完成一次新风换气。同时，增加了
动车组列车和普速空调列车的空
调滤网清洗消毒频次，确保通风系
统运转良好。对非空调列车，采取
勤开车窗、及时通风换气等措施，
保持车厢空气流通，确保旅客的安
全出行。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1 月 28日，春运首日，
商丘火车站和商丘高铁站，进站口客流
平稳有序，检票口、安检区均未出现明
显排队现象，候车大厅内旅客较少。

“今年春运客流量比往年有所下
降。为避免旅客过度集聚，车站实行

‘刷脸’进站，并配置了测温装置，实现
无感测温；增开进出站通道，在候车室
实行分区候车，尽量避免旅客在候车室
内聚集，还特别设置了重点旅客候车
区。同时，对旅客容易触碰的座椅、电
梯按键、扶手、卫生间等重点部位，每隔
4小时消毒一次。”商丘火车站客运车间
副主任关辉说。

商丘位于豫鲁苏皖结合部，火车站
春节往返、转乘人流量较大，为严格做
好每位入商人员的测温和健康信息填
报工作，商丘市梁园区前进街道办事处
在火车站南出站口检票处内侧设立疫
情防控卡点。

在火车站地下人行通道，记者看到
每隔一米摆有一个疫情防控行程卡，卡
点上六七名工作人员正在维持秩序。

“工作人员 24小时在此值守，监督
所有旅客扫码出站。针对没有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我们进行实名登记，体温
异常的旅客会进行留观，进行二次测
温，体温正常，方可出站。”商丘火车站
南出站口疫情防控卡点负责人戚海岩
告诉记者。③9

扛牢政治责任 压实工作责任
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召开年度民主生活会

10540亿元！去年我省重点项目
超额完成投资目标

做好消毒通风 保障列车卫生
——访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列车长石甜甜

许昌高铁东站

防控措施严格
保障旅客安全

商丘火车站和高铁站

平稳有序
凭码出站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看病新体验：线上问诊 送药到家

全省首家中医互联网医院上线
互联网医院
平台页面

1月 27日，位于社旗县产业集聚区
内的河南汇博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赶制医用口罩，保障供应。
目前，该公司日产 300 多万只口罩，严
格按照国家标准，严把生产、检验、消毒
各个环节，做到既保生产数量更保产品
质量。⑨6 高嵩 摄

赶订单 保供应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28日，
春运第一天，副省长武国定在郑州
市调研春运期间疫情防控、安全生
产和交通运输保障工作，看望慰问
一线工作人员。

武国定带领省发改、公安、交
通和卫生健康等部门有关负责同
志，先后来到河南省交通运输监测
与应急指挥中心、郑州高铁东站、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等地，详细询问
交通运输保障、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处置等工作，认真了解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

武国定指出，今年是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的第一个春运，疫情防控
和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严峻复杂、任
务艰巨繁重。要科学精准做好疫
情防控，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坚决
守住疫情防控底线；要全力以赴做
好服务保障，增加运力供给，做好
道路疏堵保畅，努力保障群众平安
有序出行；要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
产，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理念，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个欢乐祥和
的新春佳节。③6

本报讯（记者 马涛）1月 28日，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在郑州召开，贯
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和省委十
届十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部
署今年工作。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出席
会议并讲话。江凌指出，2020年全
省宣传思想战线以“八大工程”为总
抓手，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在守正创
新中不断强起来，在服务大局中彰
显了担当作为。今年是“十四五”开
局、新征程起步之年，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
的重要论述，紧扣庆祝建党百年宣
传教育这条主线，深化实施“八大工
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建设开

局起步凝聚精神力量，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江凌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心铸
魂，组织开展庆祝建党百年宣传教
育活动，做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
心工作，加强对青年思想政治引领，
涵养引领新征程、建设现代化的社
会文明，高质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深化宣传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提升宣传干部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在新征程中奋力开创宣传思想
工作新局面。要坚定政治方向，站
稳政治立场，把握政治大局，防范政
治风险，增强政治效果，擦亮新时代
宣传思想工作的政治底色。③5

全省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全力做好春运期间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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