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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8月10日，
省委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
次专题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和孙春兰
副总理检查指导河南工作时讲话要求，
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项部署，分
析问题、研判形势，紧紧抓住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进一步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
实落地，力争月底前坚决有效控制疫
情。省委书记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河南
工作组副组长、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副局长常继乐作业务指导，省卫生健
康委通报了全省疫情防控情况、存在
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郑州市、
开封市、信阳市汇报了疫情防控工作
情况。就做好下步疫情防控工作，楼
阳生强调了八点意见。

一是关键期防松懈。我省此次疫
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同时风险犹
存，如果松一松歇一歇，极有可能发生
反弹，导致前功尽弃、功亏一篑。全省
上下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坚定信心、保
持定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持续从
严从紧从实从细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协查排查必须一个不漏，决不能
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决不能在圈外还

有感染者，坚决防止发生交叉感染、家
庭感染、聚集性感染。流调溯源必须
见根见底，全部活动轨迹、所有密接者
次密接者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核酸检测必须确保质量，坚定多轮次
开展、压茬推进，务必 100%全覆盖，实
现周期性清零。要高度重视核酸检测
采样点的规范设置、有序组织，严防在
采样点发生聚集性感染。集中隔离和
居家隔离都要按照最新版防控指南来
严格管理，坚决防止隔而不离、封而不
闭。要加强对医护人员、流调人员和
社区干部等一线工作人员的关心爱
护，防止他们受到感染，做好人文关
怀，科学统筹力量，确保队伍始终保持
战斗力。对人员密集场所的管控不能
放松，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
该限流的限流。

二是重农村防扩散。已出现疫情
的市县，要采取坚决措施，抓好高风险
区封闭管理，严格落实集中隔离措施；
尽快完成流调溯源，加密开展核酸检
测，不漏一人，坚决把疫情圈住封死。
对村庄大范围多轮次开展环境消杀，
既要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也要防止其
他传染病流行，确保大灾之后无大
疫。各市县都要把农村疫情防控摆在

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加强对返乡人员的摸排，及时
发现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并采取隔
离措施；尽快确定定点医院、隔离场
所，做足充分准备。

三是堵漏洞防输入。没有疫情不
等于没有风险，全省各市县乡（镇、街
道）村（社区）以及各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等都要在立足于防上下更大功
夫，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坚决严防
死守，筑牢外防输入防线。各级联防
联控机制不管有没有疫情都要保持战
时状态、24小时高效运转。要及时开
展实操性演练，查找短板漏洞，完善应
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始终
扎紧扎牢“四个口袋”，坚持问题导向，
严格落实入境人员全过程点对点闭环
管理，加强进口冷链食品总仓建设管
理、强化生产经营者防控意识，完善区
域协查机制，提高中高风险地区数据
排查率，确保落实“四早”要求。要加
强发热门诊管理，严格执行分院分区
分级诊疗制度，从严落实首诊负责制；
所有药店暂停销售退烧药物，确保每
名发热患者都到医院有序就诊。要坚
持依法防疫，把我省关于严格遵守疫
情防控有关法律规定的通告宣传到

位、执行到位。要加强疫情防控业务
培训，更好推动防控指南在各地各单
位落到实处。

四是治好病防院感。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四集中”，确
保每一名患者都能得到有效治疗。坚
持预防为先，加强督促检查，压实各医
院党委书记、院长防院感的责任，任何
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漏洞，确保医护
人员零感染。坚持一人一策，中西医
结合，尽最大努力减少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轻症转为重症、重症转为危
重症，最大限度降低病亡率。

五是快接种防变异。研究表明，
对德尔塔变异毒株，现有疫苗仍具有
良好预防和保护作用。要加快推进疫
苗接种工作，提高接种便利性、安全
性，力争提前完成接种目标任务。良
好生活习惯是防范疫情的“社会疫
苗”，要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做好个人防
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
集、一米线。

六是抓学校防疏忽。坚持“一校一
策”“一校一院”，进一步完善学校疫情
防控方案，每所学校都要有一家医院对
口负责指导卫生防疫工作，坚决筑牢校
园疫情防控防线。（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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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面前向前一步落实措施更严一分
齐心协力共筑疫情防控钢铁长城

楼阳生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月 10日，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刘伟主持省政协
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学习中央政治
局会议和省委常委会等会议、文件精
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站位高
远、内涵丰富，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
作、防汛救灾、疫情防控、加快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推动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农
村厕所革命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

很强的针对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为
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
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要
求和中央、省委的工作部署，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不断提升政协工作质量
和实效。

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新时代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要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提升政
治站位，增强大局意识，围绕灾后重
建、疫情防控、做好下半年工作履职尽
责，助力高质量发展。要统筹考虑、科
学安排工作，持续深入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挥政协优
势，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
力，为顺利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迈好第
一步、见到新气象作出贡献。要认真
做好政协机关工作，须臾不可放松、丝
毫不可麻痹抓好疫情防控，带头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严守纪律规矩，发扬优
良作风，为政协高质量履职提供坚实
保障。

省委常委、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统
战部部长孙守刚，省政协副主席周春
艳、谢玉安、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
高体健、张震宇、朱焕然和秘书长汪中
山参加会议。③7

本报讯（记者 归欣）8月 10日，省长王凯
到驻马店市正阳县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突出重点人群和重点部
位，毫不松懈、迅速行动，切实消除隐患堵塞
漏洞，全力以赴阻断疫情传播。

王凯来到正阳县部分村庄、集中隔离
点、医院等地点，实地检查疫情防控卡点运
行状况，详细了解人员登记、扫码测温等防
控措施落实和医护人员配备、居民生活保障
情况。王凯勉励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发扬
奉献精神，强化值班值守，全面精准排查外
来人员，引导群众减少流动聚集，积极做好
服务保障，要求集中隔离点、医院负责同志
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规范做好生活垃圾、医
疗废物收集转运，进行全方位环境消杀，坚
决防止交叉感染。

王凯与驻马店市、正阳县和省直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一起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听
取工作建议。他强调，各级各部门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事，高
度重视、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加强沟通对接、
督导检查，从严从细推动各项防控措施落实，
努力在最短时间内阻断疫情传播。要尽快
确定重点人员，找全查清高风险地区往返人
员及密接者、次密接者，果断采取管控措施，
加快流调溯源速度，坚决把疫情圈住封死。
要严格管控重点部位，规范网约车、公交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和宾馆、医院等重点场所管
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要迅速开展核酸检
测，在重点区域抓紧开展多轮检测，集中隔
离点人员做到每日必检，确保不遗漏一个传
染源。要严控人员流动，既要防止外部疫情
风险输入，又要坚持非必要不出县，防止本
地风险输出。

陈星参加活动。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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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主持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及理论中心组学习□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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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正人员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疫情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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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敲响警钟。省

委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四次专题

会议强调，对疫情输入

必须严防死守。

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蔓延升级，给

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带

来严峻挑战。从严从

紧落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各项举措，遏

制疫情扩散蔓延，必须

扎紧“四个口袋”，严防

死守潜在输入漏洞：

国际航班入豫要严格

闭环管理，落实规范

指南，坚持专班专人

专司其职；冷链物流

和国际邮件入豫要实

行总仓管理，严格人物同防，做到凡进

必检、凡出必检；其他陆路口岸经第三

地入豫、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流动入豫

要加强精准健康管理，统一区域协查

数据，筑牢疫情防控的“数字围栏”“电

子防线”，确保人员全面有效管控。

扎 紧 扎 密 扎 牢 外 防 输 入 的“ 口

袋”，不仅要把住进口冷链食品、境外

输入、省外输入等重点关口，乡村、街

道、社区也要从严落实联防联控机制，

协查排查一个不漏，确保封控圈外无

感染，守住疫情防控基层防线。只有

各条防线无漏洞、无死角，立足于防，

措施过硬，才能守牢外防输入关卡，织

密疫情防控的安全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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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军福）8月 10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我省中小学校舍
灾后恢复重建有了“时间表”：8月 15日
前完成对中小学校舍受损情况的全面
细致排查，8月 20日前完成校舍的安全
鉴定工作，并出具鉴定报告。

7月下旬以来，我省遭遇特大洪涝
灾害。统计数据显示，全省 5652所学
校不同程度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 36
亿元。记者在走访中也了解到，受暴雨

洪灾影响，一些农村中小学校舍遭到损
毁，城市中小学地下空间受淹。郑州市
金水区沙口路小学，由于地势低洼，暴
雨来袭时，水位最高时达到1.6米，教学
楼一楼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受损严
重。

为加快推进我省中小学校舍灾后
恢复重建，省教育厅近日发出紧急通
知，要求各地对中小学校舍受损情况进
行全面细致排查，谁排查谁签字，8月

15日前完成；根据排查结果，积极协调
住建部门做好校舍的安全鉴定工作，并
出具鉴定报告，8月 20日前完成；排查
鉴定结果作为校舍维修改造、加固重建
的前提基础和重要依据。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对受
灾严重需要加固或重建、不具备开学
条件的学校，要通过合并、分流、临时
周转等方式，努力保障秋季学期同步
开学。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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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 99日日，，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一派繁忙景象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联集郑州中心站一派繁忙景象，，
当天早上当天早上 66时时 3030分左右分左右，，一趟从波兰卡托维兹返程而归的中欧班列一趟从波兰卡托维兹返程而归的中欧班列
（（郑州郑州））顺利抵达顺利抵达。。⑨⑨44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王延辉王延辉 摄摄

“钢铁驼队”来往奔忙
详见详见0404││要闻要闻

南阳白河河床惊现
3.6米长古象牙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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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监委要求全省纪检
监察机关

在疫情防控和灾后恢复
重建中强化政治监督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顺利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贡献力量

1111天天44次专题会议次专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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