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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58例

本轮疫情系德尔塔毒株引起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记者 李晓敏

审慎确定开学时间、启用应急运
输通行证、提倡就地过年……1月 9
日，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64
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围绕群众关心的
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本轮疫情系德尔塔毒株引起

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若
石通报，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月 9日 12时，全省累计报告本土
确诊病例 258 例，均为轻型、普通
型。对于确诊病例，我省实施专家组
联合会诊、多学科联合查房、远程会
诊等多种诊疗模式，强化中西医协
同，严格落实“一人一策”要求，确保
精准施治。同时，坚持提前干预和基
础疾病的同步治疗，引入精神心理和
免疫状态调节机制，强化膳食指导、
营养支持，提升患者抵抗力、助力早

日康复。
从数据上看，我省本轮本土疫情

在郑州、洛阳、安阳、许昌、商丘、信阳、
周口等多地出现，郑州、许昌禹州市还
出现聚集性疫情。经基因测序分析比
对，许昌禹州市疫情与郑州市疫情同
源，病毒基因测序为德尔塔毒株。目
前病毒来源尚不明确，防控形势严峻
复杂。

多轮核酸检测筛查病毒

本轮疫情发生后，全省上下迅速
行动，尽最大努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省卫健委、省疾控中心已派出多
批次专家赴各地现场指导和直接参与
流调工作，并从11个省辖市的市、县两
级疾控中心抽调250名流调骨干支援
禹州和郑州。在郑州大规模核酸检测
过程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协调5个
兄弟省份向郑州市支援检测人员和设
备，省内10个省辖市向郑州市支援医
务人员。

目前，郑州市已开展 4轮全员核

酸检测，1月 10日将进行第 5轮全员
核酸检测，禹州市已完成4轮全员核
酸筛查，许昌市在全域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商丘市和太康县、固始县对重
点区域人员开展了多轮核酸检测，全
力做到“圈住封死”“捞干捞净”。

启用应急运输通行证

受疫情影响，我省多个市县的学
校已先后停止线下教学。全省教育
系统部分大型考试和实习实训等活
动已暂停或延期举行。截至 1 月 8
日，全省 157所高校已全部放假，还
有 4.7万名学生尚未离校；中小学放
假时间集中在1月 18日至 25日。省
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传广说，
提前谋划 2022年春季开学工作，及
时调整开学方案，审慎确定开学时
间，主动向社会公布；组织师生错时
错峰返校开学。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交通保
障，交通运输部门采取了哪些措施？

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崔梅

说，1月 8日起，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启
用应急运输通行证。通行证适用范
围是各类疫情防控物资、能源物资、
生活物资、重点生产物资、邮政快递
等重要应急物资运输。执行应急运
输任务的车辆随车携带通行证。各
地要对持有“两证两码”的运输车辆
及司乘人员免费优先快速通行。

提倡就地过年，非必要
不返乡、不出省

目前，全省划定高风险地区 12
个，中风险地区 8个。春节将至，我
省提倡就地过年，非必要不返乡、不
出省，省外返豫来豫人员和省内重点
行业人员返乡实行报备制度。严格
网格化管理，强化乡镇（街道）干部和
社区网格管理员、基层医务工作者、
民警、志愿者“五包一”机制。严控各
类线下大型会议，严禁举办表演类活
动。各单位一律不办年会、团拜会。
加强农村地区防控，严控集市庙会，
全面整治人居环境。③5

一线快报

据不完全统计，自1月4日至1月
9日 16时第 4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束，
全市5081支志愿服务队伍加入“绿城
使者—小红象·健康行”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行动，招募志愿者28.8万名，对接

6000余个核酸检测采样点、140余个
采取管控措施的社区，为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大局稳定贡献了力
量 。 ③ 9 （本 报 记 者 何 可 通 讯
员 冉基伟）

郑州5081支志愿服务队投身疫情防控

商丘五个县(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1 月 9日上午，为彻底排查潜在

人群感染者，商丘市决定在睢阳区、
梁园区、示范区、夏邑县、虞城县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24小时内完成区域内

所有人员核酸检测工作，对不参加本
次全员核酸检测的居民，健康码一律
标记为黄码。③5 （本报记者 李凤
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核酸检测中的“黑科技”—

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现身”郑州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员
付玉）近日，郑州开展多轮滚动核酸
检测，6小时完成千万余人的核酸采
样，18小时完成全部标本检测，创造
了与病毒赛跑的新速度。

在这场赛跑中，先进的检测设备
为检测提供了“硬核支撑”。

1月 9日，记者在郑州经开区看
到，曾在广州、南京等地全员核酸检
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艾迪康“蓝鲸
号”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现身郑州，
为河南疫情防控增添新力量。

经过调配物资、现场搭建、设备安
装、耗材准备、场内消杀等多项环节后，
历经13小时，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已
于1月6日22时达到实验室运营标准，
并承接和检测了第一批核酸样本。

“目前，130 余名非常有经验的
抗疫能手和百余台全自动加样仪、全
自动核酸提取仪等全自动化设备 24
小时不间断地检测，能够保证完成每
天 10万管近 100万人的核酸检测任

务。”艾迪康医学检测中心总裁助理
杜玲燕说。

据介绍，该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
按照加强型医学实验室BSL-II级标
准设计，外壳采用特殊的新型抗菌膜
材料，配备一体式空气处理机组和新
风机组。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内设
试剂准备区、样本处理区和扩增区等
区域，内部配有全自动加样仪、自动
化分杯处理系统、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等全自动检测设备以及PCR扩增仪，
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实验
人员感染的风险，使气膜舱内的工作
更为高效和安全。

从上千万人次的核酸检测样本
中把新冠病毒“揪”出来，这个过程好
比 在 打 一 场 与 时 间 赛 跑 的“ 攻 坚
战”。郑州市一半以上的核酸检测量
由郑州经开区内的 12家第三方医学
检测企业来完成，金域医学华中区域
总部、艾迪康医学检验中西部区域总
部等均入驻郑州经开区。③7

·健康知识多一点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蓝鲸号”气膜方舱移动实验室。 记者供图

“我们紧抓疫情防控科普宣传不
放松。”1月9日，在河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第64场新闻发布会上，省卫健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若石提醒公众
近期多留意“身边的专业健康知识”。

这些专业健康知识，主要围绕个
人防护规范、公共场所防疫行为、疫苗
接种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展开。由
我省卫生系统组织省级健康科普专家
制作的全媒体科普产品在省市县乡村
五级全覆盖传播。

各级医疗机构的大屏，是健康科
普的重要渠道。在河南省儿童医院
门诊大厅里，LED屏幕上播放“豫宝”
健康提醒科普产品。在安阳市内黄
县人民医院门诊区的电梯排队等候
区，显示屏上在播放预防流感的科普
知识提醒视频。

农村大喇叭在健康科普宣传中

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荥阳市崔庙
镇王泉村、中牟县姚家镇岗王村等，
每到饭点，乡村大喇叭就会响起，播
放健康提醒。

为保证健康科普产品的质量，省
卫健委指导成立了省级健康科普核心
信息专家组，每月撰写健康提醒和科
普信息，再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
育中心统一制作成视频、音频、文图等
产品，向社会发布。

据了解，目前河南省省级专家库成
员有113人，省、市、县专家库成员共计
5168人。张若石说，下一步，河南将充
分调动全省科普专家的创作积极性，制
作出更多更好的健康科普作品，让群众
会防病、少得病。③5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整理）
本栏目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宣传

处指导、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十八般武艺”上阵 科普防疫知识

1月 9日，光山县
东城西亚超市，市民在
选购肉、蛋、蔬菜、粮油
等生活物资。连日来，
该县在疫情防控期间
食品、蔬菜品种齐全，
价格平稳。⑨6 谢万
柏 摄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1月 8日，为彻底排查潜在人群
感染者，安阳市部分区域先后启
动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

当晚 8时许，安阳市文峰
区中华路街道迎宾社区工作
人员开始在各个业主微信群里
发消息，通知所有居民做好全员
核酸检测准备，并提前在手机上下
载“安馨办”，进行信息注册，生成个
人二维码。

“医护人员已就位，请居民带好
手机、身份证，并戴口罩下楼排队，注
意保暖。”1月 9日凌晨 1时许，记者
来到迎宾社区华城国际花园核酸检
测集中采样点，这里虽然排着不少
人，但秩序井然有序。

“请大家保持一米线，戴好口
罩！”工作人员在队外不时提醒。记

者注意到，陆续有戴口罩的居民前
来，大家自觉保持一定距离排队。排
到的居民先测量体温，再到社区工作
人员处统计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电
话、具体居住地址等，然后进入检测
篷，医务人员扫码后，进行核酸检测

采样。
寒夜漫漫，整个小区笼罩在蒙蒙

雾气中。队伍中的居民都静静地排
着，没有人抱怨，不时有孩子向父母
撒娇……来自安阳市第六人民医
院的采样人员有序分工，配合默
契，维持秩序、统计信息、采集、
督促离场，一气呵成。

最耗时的环节在采集信息
这一步，工作人员坐着小板凳，垫

着纸板，就着灯光在小桌上仔细统
计信息。由于信息统计环节耗时最
长，因此他们完全没有放松的时间，
被换班下来的信息统计员，写字的手
都冻僵了。

“迎宾社区有居民6500余人，社
区 9个工作人员全部出动，街道也派
了十几位同志增援，从1月 8日 17时
开始做准备，9日凌晨 1时开始正式
采样……”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街道
迎宾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弛对记者说，

他们会坚持到居民全部采集完毕，力
争在 9日 16时前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采样。

社区居民王大爷说：“虽然这么
晚了，但看着工作人员在加班加点地
干，我们普通居民只有全力以赴支持
防疫工作，才能早日战胜疫情。”

“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工作的居
民。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我们也将严
格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值守在
采样点，只要社区居民有需要，我们
就会第一时间站在大家的身边。”张
弛表示。

这一夜，对不少安阳人来说是个
不眠夜。疫情发生后，为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该市文峰区（高新
区）于1月 8日 22时启动第一轮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共设置355个采样场
所，安排 1731名核酸检测工作人员
对辖区群众开展检测。截至1月9日
10时，完成 295025人的检测采样工
作，当天 16时完成全员检测采样工
作。③7

医护熬夜加班 市民有序排队
——直击安阳首个全员核酸检测未眠夜

□李旭兵 任燕 罗丹

国网安阳供电公司党委高度重视
巩固脱贫成果及服务乡村振兴，2021
年以来，以提升供电服务水平、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为着力点，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保障村民新增用电和农
村特色产业发展用电需求，持续推进
农网改造和建设，为安阳乡村振兴增
添动力。

党员带头抓发展
群众增收得实惠

冬日暖阳，让人倍感温暖。2021
年 12月 14日，林州市茶店镇北马沟村
党群服务中心院内不断传出喝彩声、欢
笑声。国网安阳供电公司创新帮扶慰
问形式，正在这里开展“为民办实事、助
农送文化”活动，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北马沟村因地制宜种植优质谷
子、红薯、菊花等，打造“北马沟”品牌
小米、粉条、粉皮、红薯等特色农产

品。依托农业合作社开展农产品深加
工，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发展。2021
年，流转土地 110 亩的高标准农产品
生产基地基本建成。

“2021 年 11 月 9 日，我们通过豫
富网，线上一天就卖出了 5000多元的
小米，2021年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达
到 9.6 万元。脱贫户和重点监测家庭
人均收入达到1.95万元，比 2020年多
了将近 6000元。”安阳供电公司派驻
北马沟村第一书记任武亮说。

多年来，安阳供电公司 7 名驻村
第一书记结合帮扶村所在地发展规划
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产业经济，提高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7个对口帮扶村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力、水利、

道路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村容村貌
更加整洁卫生，光伏电站带来稳定的
经济收益，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精准服务到田间
夏粮丰收有保障

2021 年 12 月 2 日，在农业农村
部、财政部确定的河南省优质专用小
麦示范区——安阳县瓦店乡，又一高
标准农田配套电力设施项目正式开
工。该项目计划投资208.5万元，新增
配电台区 14个，容量 1.7兆伏安，架设
10 千伏线路 6.1 千米，全面满足该乡
760亩自动伸缩式喷灌、948亩固定式
喷灌、1126亩卷盘桁架式喷灌等现代
农业灌溉用电需求，并为实时气象监

测、远程综合监测和控制等智慧农业
监测设备安全可靠用电提供支撑。

“我们将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
民’宗旨，坚持‘同等优先、重点倾斜’
原则，主动对接政府部门实施的高标
准农田、乡村电气化等项目，持续加大
农网改造力度，推动农村电网提档升
级，增强现代农业发展动力，实现电助
村美、村以电兴、民因电富目标，确保
上级精神落到实处。”安阳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王波说。

2021年夏，受暴雨灾害和上游河
流泄洪影响，安阳供电区各级电网设
备不同程度受损。安阳供电公司以

“标准为先、分类施策、修建结合、分级
管理”为原则，加快推进 153项受灾农

田机井通电工程重建项目，以最快速
度恢复 275个机井台区、2189眼机井
正常供电，确保冬小麦灌溉用电需求，
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补强农村配电网
满足产业用电需求

近年来，安阳地区的乡村旅游也
很红火。“醉美杜庄”特色乡村旅游就
是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的重点发展方
向。2021年，杜庄旅游配套设施进一
步完善，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
观游览，带动该村用电负荷大幅增
长。安阳县供电公司党员深入调研杜
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规划，配合政府
实施农网改造项目，完成线路拆迁及

低压电缆入地等电网增容改造升级工
程，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安阳供电公司组织党员干部对接
地方政府乡村振兴发展规划，掌握产
业发展方面用电需求，做好基础配网
承载力和电力需求调研；走进乡村，广
泛调研群众用电需求，推进农网巩固
提升工程建设，使农村供电线路和设
备焕然一新，因用电负荷增长带来的
低电压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安阳供电公司党委将助力乡村振
兴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
重点，将打造坚强农村电网定为工作目
标，全力提升农村地区客户用电获得感
和满意度。2021年，安阳供电公司完
成 10千伏配电网投资 6.16亿元，其中
农村地区投资 4.37 亿元，1263.8 万元
专门用于解决2021年高标准良田配套
建设，投资 1.00779 亿元完成 2021年
民事实事工程建设任务。农村配电网
互联互供能力全面提升，供电区 10千
伏配网互联率由 2020年的 59.90%提
升到76.42%，供电可靠性持续提升。

电力赋能添动力 铺就乡村振兴路
——国网安阳供电公司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纪实

1月 8日，安阳市医护人员连夜
为市民做核酸检测采样。⑨6 记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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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政策问题上顶端
获点对点权威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