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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故事

健康知识多一点
记者见闻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这几天吃
住都在门岗上，24小时为小区居民服务。”
11月 24日，河南大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报业、瑞奇两个家属院的项目经理李曼
曼说。

其实，为了做好小区的疫情防控工作，李
曼曼他们近段时间经常吃住在门岗上，睡觉
打地铺，吃饭常常是速冻饺子或者方便面对
付一顿。李曼曼说：“我们的生活能将就，小
区居民的生活可要全力以赴保障好。”

备足防护服、消毒液等物资，每天的消
杀工作一点不能含糊；收集附近药店、菜店
的联系电话，有居民需要第一时间就能提
供帮助；门岗师傅帮忙为居民运送生活物
资的电动车，也都准备好了……25岁的李
曼曼，在父母眼里还是个孩子，但却是小区
居民心中可以依赖的人。

带着工作人员日夜为小区忙碌，可李
曼曼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普通：“真没啥可说
的，也没干过啥大事，就是一心想着非常时
期要守护好小区居民的安全健康，尽可能
为大家的生活提供便利。”

为了心中的承诺，在大多数居民还在
睡梦中的时候，李曼曼带着工作人员已早
早起床，做好协助医生进行核酸检测的准
备；每天都要爬好几趟楼梯，对小区的角角
落落细心消杀；对需要上门进行核酸检测
的居民，李曼曼每回都要跟他们说几句宽
心话，问问有啥生活上的困难需要解决：有
时都半夜了，她还在帮忙给居民运送生活
物资……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声声‘谢谢’，这是
理解，也是信任。”李曼曼说，自己的辛苦和
付出都不算啥，大家齐心协力、互相支持，
就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信心和底
气。③8

“我们24小时守护你”

复阳人群
会传染吗？

□本报记者 周晓荷 金京艺

11月 27日，寒潮来袭。早上 5时许，黄
德清裹着军大衣从驻扎在郑州郑东新区莆
田嘉园北院的帐篷里钻了出来。“今天得在9
点前完成核酸采集，给科学研判留出更多时
间。”他说。

黄德清是郑州市检察院检察官。11月
17日，他响应号召下沉社区；24日结束上个
社区工作后，又来到这个下沉点。“这个单元

共 104 户 192 人。”到岗的第一件事是“摸
底”。黄德清说，光摸“数”不行，哪户住着独
居老人，哪户有人行动不便，哪户有幼儿、学
生，“这些都得一口清，才能保证有特殊需求
时第一时间落实。”

这些天，黄德清每天的工作都是在组织
核酸检测中开启的。检测结束，扒拉几口早
饭，就开始了消杀、巡查等服务保障工作，

“小区内超市物资充足，居民手机下单，超市
分装好运送到单元门口，我们配合保供专班
在 11点前送到居民家，不影响大家中午做
饭。”

“非常时期，‘理解’就是力量。”黄德清
说，“一大早敲门做核酸，大家都很配合，还
有人说‘俺还能在自己家待着，恁都好几天
没回家了……’，听了心里暖暖的。”他和其
他两位下沉专班同志，同社区、街道、物业的
党员组建了临时党支部，建立了居民微信

群。“斗志有了、渠道通畅了、共识达成了，一
定能守好咱共同的家。”

守好家，是大家的共识。
36岁的郭利虎是私企员工，家住郑州市

二七区亚新社区升龙城8号院，本轮疫情一开
始，他就每天准时到社区报到，参与到布置场
地、维护秩序、扫码核验等志愿服务中；“红马
甲”上身没多久，二七区又开始招募社区核酸
采样志愿者，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并顺利通过
培训上岗，从“红马甲”变成了“大白”。

为了快速掌握正确的采样方法、了解规
范的采样过程、做到迅速采样，每天参加完
集中培训，郭利虎都会“缠着”专业医护人员
相互模拟采样，反反复复数十次，他才肯给
自己“下课”。

上岗后，无论是在密闭狭小的便民核酸
采样小屋，还是在室外露天广场的核酸采样
点，郭利虎每次都连续做四五个小时的核酸

采样，任务结束后，精干强壮的他也难免腰
酸手麻。社区工作人员问他能否扛得住，他
笑着说：“没事，就当锻炼身体了！”

“辛苦是肯定的，但每当有邻居认出我
来，一句‘辛苦了’，让人心里特别暖。”郭利
虎说，“既然加入了志愿队伍，就有义务为防
疫工作贡献力量。只要有需要，我会坚持为
大家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志愿者们还在线上集合起来。“您好，这
里是12355，有什么可以帮您？”日前，河南省
12355青少年服务台通过评估，升级为全国
区域中心之一，这几天，12355青少年服务台
组建了 110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队伍，由
专业心理咨询师、危机干预专家、律师等组
成，大家采取云值班的方式，确保 12355 热
线每天12小时畅通，同时通过开展“云咨询”

“云关爱”提供线上咨询，帮助青少年、家长
戴好心灵口罩。③7 插图/王伟宾

守好我们共同的家

□张永恒 潘全喜 王宏畅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
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省政府关
于印发《河南省“十四五”现代供应链发
展规划》的通知精神，商水经济技术开
发区创新举措，坚持向高端发展，向终
端延伸，大力推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纺
织服装产业融合发展，加快纺织服装
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
纺纱、织布、印染、制衣一体化，形成了
促进延链补链强链的中小企业服装特
色产业集群。在主导产业创新发展方
面，商水经开区认真落实省、市、县关
于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围绕纺织服装
制造、农副产品生产、新型制造主导产
业发展，力创高新产业，持续延链补链
强链，增强产业链完整性、根植性和竞
争力，高速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努力
实现争先进位，稳步发展。

“项目为王”强发展

今年上半年，商水经开区签约项
目 6个，分别是总投资 16亿元莱赛尔
纤维纺织项目、投资1.8亿元的冷链物
流及仓储项目、投资 10亿元的阿尔本

智能工厂建设项目、投资1.1亿元年产
15000套高档家居项目、投资 1.2亿元
年产1万件套服装项目、投资1亿元的
凯南迈特机械制造项目。开工项目 6
个，总投资31.1亿元，分别是商水开发
区污水处理厂、阿尔本智能工厂建设
项目、周口森珊优品智能家居生产项
目、鑫英年服装项目、冷链物流及仓储
项目、周口佳特包装项目。建成投产
项目 5个，分别是牧原食品产业园项
目、乐欣尔医疗科技建设项目、牧原饲
料项目、生活垃圾发电项目、盛泰印花
裁片项目。

龙头企业引领发展

河南盛泰纺织服装工业园，由日
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和盛泰集团
合作建设，纺纱、织布、印染、制衣生
产一条龙，生产出品质领先的高档正
装、休闲衬衫、T 恤衫、裤装等。一期
投资 5.6 亿元，年产 20000 吨棉纱、

6000 万米服装面料、2400 万件高端
服装，产值 12亿元，利税 1.2亿元。该
企业将成为河南省最大的中高档时
装生产企业，成为周口市乃至河南省
的综合性服装生产龙头企业。二期
纺织印染工业园，项目预计投资 50亿
元，是周口市唯一一家纺织、印染、服
装等全产业链高科技园区。园区规
划面积 8000亩，其中 700亩服装智能
制造园、1200亩染整园区、2000亩织
造园区、1600 亩纤维（主要为天丝及

聚酯纤维）园区、500亩物流及电商园
区、2000 亩的纺纱园区，构成完整的
纺织印染服装产业链。该园区建成
后，将成为年产值 150亿元、年税收 6
亿元的河南省最大的纺织印染工业
园区。

阿尔本服装科技园。阿尔本成
立于 1992年，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品
牌设计、智能制造、个性化定制、销售
于一体，具有 ODM 能力的综合型服
装企业。阿尔本服装科技园项目总
投资 10 亿元，占地 25 万平方米。建
设数字化生产车间、智能仓储用房、
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新产品研发中
心、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已建设完成
15.6 万平方米。建成自动化生产线
106条，可年产中高档时装 1500万件
套。该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提供
就业岗位约 9700 个，将带动商水乃
至周口的服装行业发展，成为吸纳过
万人就业、具有高设计水平的国际化
现代服装产业园。

牧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形成了牲畜
屠宰，生猪收购，分割肉产品加工，定
制肉产品加工，肉产品开发、销售，热
加工熟肉制品、发酵肉制品、预制肉制
品、腌腊肉制品、速冻肉制品的开发、
生产、销售，畜副产品的开发、生产、销
售，货物进出口全产业链，是周口市重
点招商引资项目、河南省发改委补短
板“982”重点项目，总投资 67620 万
元，年屠宰 400 万头生猪，年产值约
100亿元。同时为商水县提供就业岗
位 1500 余个，在公司招聘时，开展专
项帮扶宣讲招聘会，助力实现“劳务输
出一人，增收致富一家”的目标。

目前，商水有规模以上纺织服装
企业 36家，在商水县城周边和乡镇分
布有多家生产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
小微企业和多个加工站点，从业人员
达 13042人。2021年，商水县纺织服
装业营收 46.5 亿元，利润 2.4亿元，占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18.78%，打造了
商水经济快速发展高地。

优化环境助发展

近年来，商水经开区着力优化营
商环境。瞄准“全市一流、全省最优”，
在“放管服”改革上狠下功夫，持续落
实好“四卡服务”“企业投资项目承诺
制”等，打造省级营商环境示范试点，
以构建纺织工业全产业链为主攻方
向，打造全国绿色化、智能化纺织工业
转型示范基地。商水县深化“百名干
部帮百企”活动，全力助企业打破发展
瓶颈，切实落实首席服务员机制，及时
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助企纾
困增强活力。组建 6 个专班招工网
格，为盛泰纺织、正友牧业、阿尔本、顺
云制衣等企业累计输送工人 3000 多
人次。扎实落实项目联审联批制度，
上半年共为 12家企业办理审批手续，
及时兑现各项承诺，推动各项惠企纾
困政策落地见效。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上级工
作目标，重点抓好精准精细招商引资、
重点项目进展，积极深化‘三化三制’
改革，切实加强企业培育入库，盘活闲
置低效工业用地，培植特色产业集群，
实现高质量发展。”商水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马三华说。

全链条 高端化
——看商水构建的“纺织工业产业链”

全省第六期“三个一批”活动，天
丝莱赛尔新材料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本报记者 王绿扬

11月 27日，是郑州市郑东新区党群工
作部工作人员王佳佳来到心怡路某酒店健
康关爱中心的第四天。几天来，她一共休息
了不到12个小时。

24日中午接到通知，下午处理完手头
的工作，王佳佳回家收拾好行李，当天晚
上就赶到关爱中心进行交接，她的身份也
从一名志愿者，迅速转换为关爱中心负责
人。

自10月 15日起下沉社区，一个多月里，
王佳佳“钉”在了商都路街道普惠路社区和
康平社区。在核酸检测点维持秩序，在小区
出入口查验健康码，为居民解答防疫政策，
为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菜上门……忙碌
的工作中，她也收获了居民的关心和感谢，
有的居民专门给正在值守的她送来热水、零
食，令她格外暖心。“我们一起把家门守好，

大家就更安心了。”她说，“服务居民群众，有
事叫我，随时待命。”

入驻关爱中心后，王佳佳更忙了。在
这里，她和工作专班的同事需要为集中隔
离人员做好服务，每天的工作都是从凌晨
开始的。做好“点对点”转运工作，整理上
报数据信息，查找漏洞，发现操作不规范等
问题立刻纠正并进行重点培训……面对新
的工作环境和任务，很多专业知识王佳佳
都要从头学起，错过饭点是常事，“我们的
工作目标是‘零交叉感染、零病毒扩散、零
安全事故’。”

每一名隔离人员到达关爱中心后，王佳
佳和同事都会详细了解情况，并为老人、儿
童、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制订个性化的工作方
案，尽全力做好关爱服务。

采访结束，王佳佳又进入了“随时待命”
状态。她说，自己最希望看到的，是这里的
每个人都能平安回家。③5

“有事叫我，随时待命” 本报讯（记者 赵一帆）安全、及时、专业地做
好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是疫情防控的关键一环。
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省医疗废物特别
是涉疫医疗废物迅速增加，医废处置压力增大。
11月 25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我省已
启动“三道防线”，确保医废处置安全有效。

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省生态环境厅
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开展医疗废物处置“日
调度”，确保各地医废处置设施处于良好运行状
态。

目前，全省已启动由35家集中式医疗废物处
置单位、21 台移动式医疗废物处置设施、44 台
（套）应急协同处置设施（各地已建成的垃圾焚烧
发电厂、水泥窑、工业窑炉等装置）共同构成的医
疗废物处置“三道防线”。全省已登记在册的应急
协同处置设施，覆盖省内全部省辖市。

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相关负责
人表示，通过增加运行时间、启用备用设备等手段，
我省医疗废物总处置能力已达到 2700.7 吨/天。
实现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100%全覆
盖，医疗废物、医疗废水及时有效收集和处理处置
100%全落实。③5

“三道防线”助力
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本报记者 李晓敏 李倩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或确诊病例经过治疗达
到解除隔离标准后，个别人会出现复阳。那么，复
阳后是否具有传染性？对于复阳人群该如何管
理？

“复阳跟多种因素有关。”郑州市第六人民医
院感染科主任赵清霞说，比如残留病毒基因片段、
免疫力低下、解除隔离前的采样误差、再次感染新
冠肺炎病毒等。

在赵清霞看来，出现复阳要进行综合分析、复
核检验，以评估复阳后是否具有传染性。如果复
核检验后Ct值较低，伴有发热、咳嗽等临床表现，
是存在传染风险的。如果复阳的Ct值高于 35以
上，没有临床症状，可能为残留的病毒基因片段，
一般没有传染性。

对于复阳人员的管理，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后
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如果 Ct 值≥35，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体征，
无需管理，不需要判定密接（与其共同居住、共
同工作等接触频繁的人员）；如出现发热、咳嗽
等相关临床表现，或 Ct影像学显示肺部病变加
重，应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构，根据病情进行
分类管理治疗，但无需对其密接进行追踪和管
理。

如果 Ct值<35，没有症状体征，需要结合病
程、Ct值动态变化等快速评估其传播风险，如有
传播风险则按感染者管理，并判定和管控密接；如
同时出现发热、咳嗽等相关临床表现，或Ct影像
学显示肺部病变加重，应立即转运至定点医疗机
构，根据病情进行分类管理治疗，同时需要判定和
管控密接。

同为密接，为何有人感染有人没事？
赵清霞说，接触感染源后是否被感染，与感染

源的病毒载量高低、是否接种疫苗、个体免疫力差
异有一定关系，也与个人的防护意识、卫生习惯相
关。比如同一空间的密接，正确佩戴口罩者的风
险要低于不戴口罩者、保持手卫生的风险要低于
不进行手卫生的。“接种新冠疫苗虽然不能完全预
防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的感染，但可以减少重症
及死亡的风险。”③7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淮河社区，志
愿者正在转运核酸检测标本。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郑州市郑东市政抢险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在疏通下水道。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