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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伟

何时能消灭本轮疫情？

这是每个人最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的两周特别是下

一周，是应对处置本轮疫情的关键时期，全省上下要坚定信心，以

最严格标准、最坚决措施，努力在本月底前圈住封死扑灭疫情，为

做好各项工作、实现年度目标任务创造条件。”8月8日，省委召开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次专题会议，给出了明确答案。

疫情防控，拼的是速度、比的是效率。8月9日0时—24时，我

省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病例 37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例。最新数据里的“无”与

“有”，充分证明我们用严之又严的措施，筑牢疫情防控的中原防

线，更及时提醒我们：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不确定性依然很大。读懂“关键时期”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蓄积

全部的力、扛过各种的难，努力在本月底前圈住封死扑灭疫情。

“关键时期”，意味着确保把疫情解决在河南、消灭在河南，进

入决定性关口。我省本轮疫情由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院感引起，

德尔塔变异毒株在一定范围内扩散。疾控专家指出，德尔塔毒株

病毒载量大，潜伏期较短，一般1—3天发病；10天5代传播，传播力

更强。广州防控德尔塔毒株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用最短时间、

以最高效率遏制疫情蔓延扩散，“关键时期”不容丝毫闪失，“决定

性关口”务必牢牢守住。今年5月下旬，德尔塔毒株第一次在中国

出现社区传播，广州成为重点战场。精准查清传播链，多轮全员

核酸检测，分级封闭、封控……针对变异毒株传播规律，广州科学

精准防控，一个月时间实现本土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新增”。

从 7月 31日发现本土新增确诊病例起，我省迅速激活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加大高风险人员排查力度，加快流调溯源速度，

抓紧开展多轮核酸检测，及时确定高风险中风险区域，适当扩大

封闭封控范围，严格闭环管理……全省各地从严从细从实抓防

控，以最严格最坚决措施阻断疫情蔓延扩散。截至8月10日，我

省本轮疫情已持续 10天。广州经验和防控“时间轴”清晰表明，

在8月底前圈住封死扑灭疫情，中下旬的14天既是“关键时期”，

更是“决定性关口”。

“关键时期”，意味着拖不起延不起，必须尽快清仓见底，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否则，将对全省工作造成极大被动。

时至8月，全省灾后重建正加快推进，抓农时、保秋粮、重建家园，

给受灾工商企业纾困解难，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开学季即将到

来，我省有 2000多万名在校生，人员集聚和人口流动压力陡增；

按照任务进度，重点项目要投产达效，民生实事要落地开花……

下半年我们面临的是大战大考。在“关键时期”战胜疫情，我们

才能赢得大战大考的主动权。

疫情防控不容失守，否则其他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本轮疫

情传播快、散发性强，叠加防汛救灾，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截至8月

9日18时，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基本结束，尚未检出异常结

果；目前，已经出现疫情的市县用闭环管理代替“封城”，没有出现疫

情的市县烟火气一如平常……这既是全省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

效的生动注脚，更为在“关键时期”击溃疫情，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时期”需要关键举措，才能实现防疫抗疫和经济社会

正常运行的平衡，这考验着责任担当和治理能力。限时完成区

域协查，流调溯源 100%清零，确保把疫情消灭在域内，绝不能再

出现交叉感染，导致聚集性疫情；跑出灾后重建和“六稳”“六保”

的加速度，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受到的损失补回来……牵住

“牛鼻子”，学会“弹钢琴”，我们才能在“关键时期”圈住封死扑灭

疫情，统筹抓好疫情防控、灾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迈好

第一步、见到新气象。1

□本报记者 曹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佳

7月 28日，郑州人小白（化名）因
为工作原因，去了一趟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行程
会带给他一段从未体验过的集中隔离
经历。

获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那一刻
起，小白就开始了居家隔离，还特别开
了个家庭会议，让父母、妻子和孩子都
不要出门。

8月9日一早，他接到社区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提醒他需要进行集中
隔离。出门时，他把家里的垃圾袋捎
下去，用眼神跟家人一一告别。

一辆救护车载着包括他在内的
6 名密接者，到达集中隔离所住的
酒店。这里他并不陌生，过去他经
常去酒店隔壁的一家牛肉面馆吃
饭。

为了防止感染，酒店的电梯停运
了。小白的房间在 6楼，一名身穿防
护服的志愿者，在前面给他带路。

小白注意到，走到第3层时，帮忙
提行李的志愿者就开始大口喘气，拽
着楼梯扶手一步步往上走。每一次抓
扶手，都有汗水在他的橡胶手套中一
晃一晃的。

后来小白才知道，这里的志愿者
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送饭、消毒，一
天几十次往返于1楼与6楼之间。

隔离酒店的房间还是有些不同：
洗手台上摆放着消毒凝胶，房间门是
不能从里边反锁的，每扇门上有一个
A4纸大的玻璃窗，可以从屋外观察房
间里的情况。此外，每天做一次核酸
检测，而且同时采集鼻咽拭子和口咽
拭子。

透过窗户往楼下望去，酒店外围
已经进行了封锁，从人行道到酒店大
堂入口区域近30米距离，都被警戒线
围了起来，有穿绿色马甲的工作人员
值守。

早饭和午饭后大约40分钟，小白
都会收到一袋中药饮，上面写有“河南
省中医院西区医院”字样。看新闻了
解到，这是医护人员连明彻夜精心熬

制的。每次，从小怕吃药的小白几大
口便将药喝完，一滴都不剩。

韭菜鸡蛋、土豆红烧肉、清炒西葫
芦……来到这里的每顿饭，都能吃到
家的味道。送饭的大姐话不多，看小
白来到这里的第一顿饭只吃了一小
半，便冲他说了句：“得吃好，吃好有
劲。”还重重地点下头。

8月 10日凌晨 4点多，难以入眠
的小白透过窗户看到，在昏黄的路灯
下，那一抹荧光绿依然坐在执勤点的
椅子上。他突然鼻子一酸，从抗洪到
防疫，郑州这个夏天太难了，但正是有
成千上万这样的陌生人在各自岗位上
坚守和付出，让他坚信，胜利一定属于
郑州。③6

□本报记者 王延辉

从上千万人次的核酸检测样本
中，要把新冠病毒“揪”出来，这个过程
好比在打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攻坚
战”。

8月 9日，郑州市第三轮全员核酸
检测采样还在紧张进行，而到第二天
早上7时，就要完成所有采样的检测任
务，这场“攻坚战”的紧张程度可想而
知。

从鼻咽拭子采样到标本转运、签
收及录入、提取核酸、配置试剂、加样、
自动点样、上机扩增、结果分析、报告

出炉……看似简单的一份核酸检测报
告，产生过程却一点也不简单。

在郑州，承担核酸检测任务的机
构有专业医疗机构和第三方医学检测
企业。但或许你不知道，郑州市近一
半的核酸检测量都由郑州经开区内的
第三方医学检测企业来完成。

当市民查询检测结果时，检测机构
一栏有的显示“金域检测”，有的显示“郑
州艾迪康”，等等，多家检测企业都集中
在郑州经开区。一支支采样管源源不断
地转运至此，从样本到达实验室到完成
检测，全程需要4至6小时。

“面对此轮突如其来的疫情，郑州经

开区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分秒必
争，充分发挥区内第三方医学检测企业
的作用，不断提升核酸检测能力，构筑守
护城市、守护生命的坚强防线。”郑州经
开区党工委书记樊福太说。

统计数字显示，郑州经开区 12家
医学检测企业完成郑州市三批次全员
核酸检测共计 1900多万人次，日检测
能力达到 4778560 人次。其中，郑州
市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完成1118
万人，郑州经开区内企业完成检测量
为 498.5 万 人 ，约 占 参 检 总 人 数 的
44.6%；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完成
1083.29万人，郑州经开区内企业完成

检测量为699.3万人，约占参检总人数
的 64.6%；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郑州
经开区内企业预计完成检测量为 700
多万人。

据介绍，在郑州经开区注册的第
三方医学检测机构有 12家，包括国内
知名的金域检测、核子医学、艾迪康等
龙头企业。金域医学华中区域总部、
核子医学中原总部、艾迪康医学检验
中西部区域总部等都布局在郑州经开
区。目前，郑州经开区已形成了生物
试剂、医疗器械、第三方医学检测机构
集聚的产业基础，同时还集聚了一批
医药物流龙头企业。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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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停顿 一群人的奔忙
——一名密接者的集中隔离生活

□本报记者 曹萍 王平

近日，郑州市按照逢阳必报、即报
即隔、应隔尽隔的原则，决定在前期对
密接及次密接人员、六院医护人员、住
院患者、陪护人员及家属等高风险群体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基础上，对 7月 23
日以来多次进出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的人员，按照风险大小分批实施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

截至 8月 9日晚，郑州全市已启用
196 个隔离点，累计集中隔离 15855
人。各隔离点分别由各区（县、市）成立
工作专班，配置医疗、后勤、消杀、心理
等工作人员，每天进行核酸检测、配送
中药方剂，并保障群众在集中隔离点安
心生活。

集中隔离观察是“控制传染源、切
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硬核”
措施。郑州市疾控中心专家李肖红介
绍，疫情集中发生时，有些患者核酸检
测早期并不一定是阳性，几天后才会检
测出来，但一些病例在尚无症状的潜伏
期就已具有传染性，集中隔离就能有效
防止疾病传播。③6

郑州已累计
集中隔离15855人

郑州一半以上核酸检测在这里进行

线上订单火与线下配送难并存——

快递安全到家
要过几道关？

尉氏县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保障城乡居民必需品的供应，他们一方面积极做好肉类、蔬菜、米面等商
品的采购和调运，同时组织党员干部、爱心志愿者和防疫志愿者，每日递送居民订购的物品，切实保障疫情期间人
民群众日常用品和“菜篮子”的供应。⑨4 李新义 摄

工作人员为酒店隔离人员登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佳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斌 通讯员 代
睿）8月 9日，为打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灾后重建硬仗，根据省委
省政府部署安排，按照省直工委的
相关要求，省公安厅从厅直机关抽
调120名党员民警组成疫情防控党
员突击队，下沉到郑州市区11个社
区支援基层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突击队成立了 7 个临时党支
部。9日下午，简短的动员部署会
后，他们迅即下沉到金水区政四街
6号院、纬四路 8号院等 11个社区

（小区），在卡口设立“党员服务站”，
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小区封闭管
理、卡口值守、核酸检测、文明引导
等工作。

突击队围绕社区群众需求，重
点关注被隔离家庭、受灾家庭、困难
家庭，为孤寡老人和无人照看的孩
子提供服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同
时还将参与防控知识普及和健康教
育，引导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提高群
众科学防控意识和能力，有针对性
地加强心理疏导，帮助群众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
公安厅离退休干部处“银发”

志愿服务队的 40多名老同志闻讯
后，也纷纷身穿红马甲、臂戴红袖
标，在小区卡口开展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

据突击队临时党总支书记王晓
红介绍，全体突击队队员将坚决按
照公安厅党委的部署要求，转变角
色、扑下身子、干出样子，全力服务
郑州市疫情防控工作大局，为战胜
疫情贡献河南公安力量。③7

□本报记者 金京艺

8 月 9 日 7 时 30 分，
在郑州市丰产路街道办事
处设立的核酸检测采样
点，一个被“红马甲”包裹
着的小姑娘，在人群中格
外显眼：戴着口罩，大大的
防飞沫面罩挡在脸前，显
得她更加娇小。

“您好，请问您的采样
信息录入了吗？”“您好，请
出示一下您的二维码。”面
对每一位前来做核酸检测
的市民，小姑娘笑眯眯的
眉眼让人觉得亲切。

“这个小姑娘特别热
情，我来这儿做了三次核
酸检测，每次都见她在这
里帮助大家录入信息。”前
来排队做核酸检测的市民
刘晓梅说。

这位“红马甲”是丰产
路春暖社工站的志愿者。

“她叫王军珺，今年刚
大学毕业，前段时间暴雨
刚过去，来到我们社区转
党组织关系，看到社区工
作人员在帮助受灾群众登
记信息，军珺便自告奋勇
来我们这儿做了志愿者。”
丰产路街道办事处社区治
理办公室主任苗王卉子
说，“连轴转十来天了，从抗灾到抗
疫，军珺每天都来社区志愿服务。”

每天雷打不动 10多个小时的
志愿服务，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
准备物料、组织市民排队、录入检测
信息……每天回到家只想“躺平”的
日子，累吗？

“医务人员穿着防护服彻夜不
休都没说累，来社区做志愿者的党
员干部，甚至还有比我年纪小的弟
弟妹妹，他们都不觉得苦，我作为一
名预备党员，这点累不算啥。”王军
珺腼腆一笑，“我的父母都是医疗系
统的工作人员，像父母一样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我觉得很自豪！”③5

省公安厅120名党员民警奔赴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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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最近，“快递变慢”是不少收件人
最直接的感受。

家住郑州市郑东新区的唐宁在微
信朋友圈里抱怨，自己的韵达快递到
了郑州分拨交付中心之后，长时间也
没有下一步的信息。早上刷屏一看，
显示包裹被安排退回原发地。

不少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坦言，
受汛情和疫情的双重影响，近期快递
滞留或者退回的的确不少。

一边是线上订单的火爆，一边是
线下配送的艰难，供需短时失衡成了
现实掣肘。那么，快递安全到家要过
几道关？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防疫关

每道环节都要消毒

弹性工作制下，居家时间变长，除
了在线干好日常工作，刷视频、玩手
游，还有网络购物！记者在中国邮政
公司郑州分公司常砦综合揽投部看
到，快递量明显增加，且多为米、面、蔬
菜、水果、卫生纸等生活物资。

这些快递自身是否安全？该仓库
相关负责人介绍，快递送达客户前至
少进行收件、运输、到达、配送 4道环
节的消杀，经过重点防疫区域的快递
也不必担心。比起物资，快递小哥的
防疫安全更为重要，测量体温、佩戴口
罩、出示三次核酸检测报告后才能上
岗。

针对全球疫情扩散的特殊情况，
国际邮件则采取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国际邮件到达后，除了正常消杀程
序，要走专用通道并在通风位置静置6
小时后，才能进入海关查验等后续流
程。”河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共事务
部经理董淼说。

派件关

常常受阻末端百米

疫情防控需要减少人员流动频度
与接触密度，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问题上，民众普遍积极配合。这也给
快递小哥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常常受
阻在“最后一百米”。

“挨个给收件人打电话，请他们来
小区门口取件。”中通快递小哥刘允浩
说。8月 9日上午，在郑州市金水区鑫
苑名家小区，记者在门口看到的基本
都是身穿各种颜色和款式制服的快递
员。随着防控措施的强化，他们普遍
反映派送时间较长，平时每天能送
200单，现在只能送100单左右。

为了方便快递小哥派件，不少快
递公司在小区门口支起桌子“摆摊”，
开设临时快递驿站，派人值守，实行无
接触配送。申通快递河南分公司负责
人李青举说，他们安排将快递放在指
定位置，拍摄明确商品位置信息的图
片，在平台上发给消费者，通知当天最
晚领取时间。

应急关

智慧物流呼之欲出

疫情，对郑州快递行业整体增速
或将造成较大冲击。但危机爆发的同
时，也带来新的发展趋势和机遇。

“家里菜快没了，赶紧到‘建业+’
线上平台下单买猪肉、蔬菜，会有无人
配送小车配送。”家住新郑市建业蓝海
郑风小区的徐琳琳说，在他们小区，线
上采买的物品会由“小蛮驴”智慧物流
机器人送达。

如果说在疫情防控中，智慧物流
为百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活服务，
那么在复工复产中，智慧物流也为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搭建了运输的桥
梁。疫情防控形势下，中国邮政、京东
物流、顺丰速运、菜鸟联盟、苏宁物流
等头部企业全面正常运营，无人车、智
慧柜构成防疫全链条，基本实现了“广
泛仓储覆盖+智能分仓+就近配送”。

“从汗水物流到智慧物流，无人技
术正在解决疫情下的快递业难题。”省
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秘书长李鹏说，根
据疫情防控期间的物流业复工指数，
越是智能化程度高的物流企业，受到
的影响越小。③6

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