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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坚决打赢两场硬仗坚决打赢两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 胡春娜）8月 12
日，记者从中原出版集团获悉，第
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近日揭晓，我
省共获得 10个奖项，比第三、第四
届分别多出 7项和 5项，是近年来
我省获奖数量最多的一次。

中国出版政府奖是我国新闻
出版领域的最高奖。2021年第五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评选表彰是在
庆祝建党 100周年、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
对出版界的一次巡礼和检阅。此
次，我省共摘得中国出版政府奖10
个奖项，涵盖了图书、印刷复制、装
帧设计、期刊等多个类别，全面展
示了我省出版工作取得的阶段性
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获奖出版物
《中华战创伤学（11卷）》是我国战
创伤学领域临床救治和科研的权
威著作，具有重大社会价值、军事
价值、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中国
菌物资源与利用（4册）》代表目前
我国食用菌生产、加工、菌物药应
用领域科研、教学与生产的最高水
平。河南新华印刷集团同时获得

“印刷复制奖”和“先进出版单位
奖”两个奖项，实属不易。

近年来，我省出版战线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紧扣时代发展脉
搏、聚焦未来发展方向，结合河南
的文化底蕴、文化自信、文化优势，

加强主题出版规划、推进精品出版
创作，在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巩固
壮大主流舆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郑州大学出版
社社长、总编辑孙保营表示：“作为
河南出版人，我们要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勇于创新、敢于拼搏，在‘十
四五’时期谱写出版豫军奋斗新篇
章。”③8

获奖名单：
郑州大学出版社的《中华战创

伤学（11卷）》、河南美术出版社的
《陈方既书论选集（5 册）》获图书
奖；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复制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获印刷复制奖；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荣获先进出版单位奖；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
国家植物标本馆（PE）模式标本集
（16卷）》、海燕出版社的《花儿与歌
声》、中原农民出版社的《中国菌物
资源与利用（4册）》荣获图书提名
奖；

河南教育报刊社的《中学生阅
读》荣获期刊提名奖；

河南美术出版社的《呦呦鹿
鸣》荣获印刷复制提名奖；

海燕出版社的《二十四节气花
笺纸》荣获装帧设计提名奖。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 10
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出通知，
要求我省各地住房公积金管理机
构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
洪涝灾害带来的影响，缴存住房公
积金确有困难的企业或单位，可以
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
金，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缓缴期间
不影响职工正常申请贷款。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在通知中
说，各地要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的规定，受新冠肺炎疫情和
暴雨洪涝灾害影响缴存住房公积
金确有困难的企业或单位，按照
规定程序审核、批准后，可以降低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最低不低
于 5%，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或缓
缴住房公积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缓缴期间不影响职工正常申
请贷款。待企业或单位经济效益
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
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洪涝
灾害影响无法正常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企业或单位及自愿缴存个
人，在疫情和灾害解除后可在一
定期限内办理补缴，企业或单位
所属职工及个人均视同连续正常
缴存。

通知要求，各地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可根据有关规定，出台相关
政策措施，受新冠肺炎疫情和暴雨
洪涝灾害影响，造成家庭生活严重
困难的，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经审
核，可以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内的存储余额。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要求各地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当地疫
情防控要求，及时调整住房公积
金业务服务方式，关闭或减少实
体大厅服务，采取网上预约、优先
选择线上渠道“不见面”方式，通
过网上平台在线办理业务，确有
特殊事项必须到实体大厅现场办
理业务的，要提前预约，业务办理
过程中要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③8

□本报记者 王平

8月 13日，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第十一场新闻发布会通报了疫情最新
情况：8月12日0时至24时，郑州市新增
确诊病例2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原无
症状感染者转确诊9例。自7月31日本
轮疫情发生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36例、无症状感染者 2例，以上病例均
按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

全市将于 8月 15日开展
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据介绍，郑州市重点人群第一轮

核酸检测已全部完成，共检测 696344
人，检出阳性 9例，均为集中隔离的确
诊病例密接者，已分别计入当日新增
感染者。截至 8月 12日 24时，重点人
群第二轮核酸检测尚未检出异常结
果。

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在发
布会上说，鉴于德尔塔变异毒株病毒载
量高、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快、传播隐
匿性强等特点，为坚决清除传播隐患，
郑州市拟于 8月 15日开展第四轮全员
核酸检测。

流调人员打电话请市民
积极支持配合

流行病学调查是追踪病毒踪迹的

关键环节。目前，郑州市 138名感染者
已全部完成流调，共追踪密接 2515人、
次密接8048人。

郑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传染病
防控首席专家李肖红表示，全市流调队
伍24小时不间断开展流调溯源工作，流
调人员可能会随时给市民打电话，以便
第一时间了解核实情况。请广大市民
谅解，并尽可能给予流调工作支持和配
合，如实提供准确信息。

抽检各类医疗机构 1318
家次，对16家责令停业整改

本次疫情发生后，郑州卫生执法
部门迅速集结、立即行动，对全市医疗
机构疫情防控、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生物安全等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截至
目前，共抽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1318
家次，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 24 家，针
对发现的问题，当场下达“卫生监督意
见书”，责令立即整改；对 16家防控措
施落实不到位的医疗机构责令停业整
改；对 1 家存在违法行为的医疗机构
立案查处。

郑州市卫生监督局局长吴景瑜说，
下一步，将针对没有设置发热门诊或发
热哨所的基层医疗机构违规收治发热
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患者的违法行为，
以及疫情防控重点环节、重点领域持续
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查处疫情防控
中各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的行为。③7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眼下，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开展。我们该如何做好传染病
防控？8 月 13 日，针对群众关心的问
题，记者采访了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叶莹。

问：什么是院内感染？到医院就诊

该如何做好防护？

答：院内感染是指住院病人在医院内
获得的感染，包括在住院期间发生的感染
和在医院内获得出院后发生的感染，以及
医院工作人员在医院内获得的感染。

预防院内感染，医护人员应按照标
准预防原则，做好个人防护、手卫生、病
室管理、环境消毒和废弃物管理等医院
感染控制工作。到医院就医一定要正确
佩戴口罩；尽量少接触医院内的物品、环
境表面；在触摸公共设施后，要做好手卫
生；避免聚集，不在人多且空气不流通的

环境下长时间逗留。返回家后，记得第
一时间洗手消毒；把衣物直接挂在门口，
和在家里穿的衣服区分开。

问：有媒体报道，新的变异毒株“拉

姆达”已在南美洲扩散。新冠病毒是不

是还会持续变异？有何应对措施？

答：新冠病毒属于RNA病毒，为适
应不同宿主，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相对
较易发生基因突变及重组。如果新冠
病毒仍持续在人群中传播，就存在继续
变异的可能。6月份，我国首次成功阻

断了发生在人口稠密、流动性大的广东
省几个地方的德尔塔变异株本土疫情
传播，证明防疫措施依然有效。

问：天气逐渐转凉，秋季高发的有

什么传染病？该如何做好防控？

答：秋季高发的传染病主要有流
感、轮状病毒胃肠炎、手足口病、腮腺
炎、麻疹等。我们要加强体育锻炼，提
高身体免疫力；做好自身防护，及时接
种疫苗。其他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种
时间间隔在14天以上。③5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揭晓

出版豫军捧回出彩成绩单

受疫情暴雨洪灾影响

我省住房公积金可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

专家访谈

健康知识多一点大灾之后防大疫

新闻发布厅

接种疫苗和自我防护应双管齐下
——访河南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叶莹

郑州15日启动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 王斌）连日来，
省公安厅先后召开厅长办公会、
工作进展视频调度会等，持续推
动全省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以赴、有
力有效服务保障我省疫情防控工
作。

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顾雪飞
主持各项会议。

顾雪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
为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
公安机关要切实提升政治站位，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我
省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必须挺身
而出担使命、竭尽全力为人民。全
省各级公安机关要以对党和人民
高度负责的精神，把服务保障疫情
防控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严
格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落
实落实再落实，严格严格再严格，
细致细致再细致，坚决在关键时刻
交上合格答卷，践行好人民公安为
人民的初心使命。③6

挺身而出担使命 竭尽全力为人民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8月 13
日，省保障救灾防疫维护社会稳定
工作指挥部第二次会议召开，贯彻
省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
次专题会议精神，对进一步做好救
灾防疫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作出部
署。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
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面对灾
情疫情，全省政法信访系统和武警
总队全警动员、全员参战，为救灾
防疫做了大量工作，确保了灾后重
建顺利展开和全省社会大局安全
稳定。

孙守刚强调，当前是灾后重建
和疫情防控的关键期，要做到思想
紧绷不放松，心中有大局，肩上有担

当，把省委部署要求抓严抓实抓具
体，全力保障打赢灾后重建和疫情
防控两场硬仗。要抓好重点任务不
放松，扎实开展大走访大排查大调
处，千方百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
地、化解在萌芽；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依法严厉打击涉灾涉疫违法犯
罪活动，加强对涉灾涉疫案件审理
指导，保障企业合法权益，落实援企
惠企政策，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畅通
群众网上信访渠道，做好网上信访
工作，让群众话有处说、难有人帮；
坚决守牢监管场所安全底线，堵住
一切可能的传播通道。要进一步加
强领导，压实责任，把涉灾涉疫维护
稳定工作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结合
起来，做到两不误两促进。③6

□本报记者 王斌 王延辉

七夕，是表达爱意的日子，8月 13日，七
夕前夕，郑州民警郑立杰和他的护士妻子李
维佳收到了 10 岁儿子的“礼物”——两幅
画。一幅画的是郑立杰在郑州防汛救灾期间
搭救被困群众的场景，一幅画的是李维佳在
抗疫一线为群众进行核酸检测的场景。

郑立杰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南曹派
出所民警，李维佳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儿科护士。这个夏天，洪水、疫情叠
加，夫妻俩都成了“不回家”一族。

10岁的儿子小好今年上小学四年级。这
个暑假，他与姥姥、姥爷一起生活，很少见到
爸妈，了解爸爸妈妈的动态都是通过他们发
到家庭微信群里的工作照。

7月21日上午，有群众报警称，一辆大巴困
在深水中，多名群众被困。郑立杰和同事到达现

场后，他第一个跳入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趟
趟转移群众。营救过程中，他一边搀扶着老大爷
往安全区转移、一边安抚老大爷情绪的有爱一幕
被群众拍下。后来，这张照片在媒体上传播，小
好一眼认出“009231”：“这是爸爸的警号！”随后
他就认真画下了一幅《我的英雄老爸》。

抗洪形势稍有缓和，疫情又来势汹汹。顾不
上休息，郑立杰又上了抗疫的前线。维护核酸检
测点秩序、日常接处警……“一忙起来就没点儿
了，有时候干脆白天黑夜连轴转。”郑立杰说。

与他同样忙碌的，是妻子李维佳。作为医院
的业务骨干，她被抽调奔赴一线从事核酸采集检
测工作。她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郑州市第一轮
全员核酸检测的任务后，她在家庭微信群中发了
几张工作照，看到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妈
妈，小好心疼地画出了《逆行中的妈妈》。

“看到这两幅画时，心里很感动，这是我们两
口收到的最特别的七夕礼物。”郑立杰说。③9

□本报记者 师喆

7月 31日以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
院血液净化中心护士靳丽已经参与支援
了3轮核酸检测任务。

8月5日一早，她匆匆赶到郑东新区集
合点，等待第 2轮检测任务开始。前一天
忙到很晚，只睡了三四个小时的她脸上还
带着倦意。

新一批参与检测任务的同事抵达，其
中有个“全副武装”的人，冲她招招手。即
使穿着厚厚的防护服，但那个身影一出
现，她就知道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打过照
面的丈夫赵璐宽，瞬间满是喜悦。

丈夫是省直三院康复医疗科的护士，本
轮疫情以来被抽调到发热门诊支援夜班。

平时，他们一个在 2楼，一个在 7楼，
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几乎遇不到对
方；抗疫任务伊始，一个在老院区坚守，一
个在东区支援，隔着大半个郑州；如今，夫
妻俩终于在一处，并肩战“疫”。

“我们都没告诉对方自己支援前线的
事，但现场遇到却一点也不意外。”靳丽
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默契，无须过多言语。

去年疫情初期，夫妻俩也曾第一时间
积极报名前往抗疫一线。靳丽因为处于
哺乳期被“刷掉”，赵璐宽则被抽调到院内
发热门诊支援了9个多月。

今年7月底，新一轮疫情突袭郑州。靳
丽把2岁多的女儿安顿好，便毫不犹豫奔赴
经开区、郑东新区，辗转于多个检测点。

“第3轮核酸检测时，我俩正好被分到
一个组。社区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夫妻
后，既惊讶又感动，还给我们拍了合影。”
在这张被靳丽珍藏起来的照片中，两人的
防护服上写着“执子之手，共同抗疫，郑州
加油”。这是夫妻俩共同的心声，也是他
们并肩抗疫的写照。

三伏天顶着大太阳做检测的辛苦可
想而知。夫妻俩从中午忙到夜里近12点，
防护服穿脱不便，为了不耽误工作，俩人
都是渴得受不了了才小口小口喝点水。
赵璐宽心疼妻子，一有空儿就两手为她扇
风，给她鼓劲儿。

“作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冲上前线，
就是我们的本能和使命。”靳丽说，医院的
很多主任、护士长，年纪都不小了，却和年
轻人一起奋战在抗疫一线，这份精神也鼓
舞着他们。

新通知传来，郑州市拟于 8月 15日开
展第 4轮全员核酸检测，夫妻俩又一次双
双报了名。

8月 14日是七夕，也是小两口结婚三
周年纪念日。“前两年还能庆祝一下。”今
年俩人都一门心思扑在抗疫工作上，靳丽
感慨地说：“其实我最想吃顿他做的饭，可
惜现在都没时间。”

她半真半假带着甜蜜“抱怨”丈夫虽
然不是个浪漫的人，对她却是实实在在的
关爱与付出。她爱吃麻辣虾尾、肉末茄
子，他就上网找视频，跟着教程一点点学。

与活泼爱笑的妻子相比，赵璐宽话
少、腼腆，但开口却十分坚定，“咱俩一块
抗疫，不就挺浪漫的嘛。等疫情过去，你
想吃什么好吃的，我都给你补上。”

一句承诺，一些期许，两人都笑了。③9

有
一
种
浪
漫
，是
和
你
并
肩
抗
疫

警察爸爸和护士妈妈奋战抗疫一线

10岁儿子用画笔表达爱意

相关新闻

心中有大局 肩上有担当 为打赢灾后
重建和疫情防控两场硬仗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河南省人民医院有一些在战“疫”一线
的医护伉俪。连续数轮的核酸采样任务，
让他们无法团聚,他们是伴侣，也是战友，更
是最美的“战疫夫妻档”！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