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 河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HEBEI DAILY 河北新闻网：hebnews.cn

请关注河北日报微博、微信、客户端

2020年2月 日 星期五 庚子年正月十四 今日8版

第 24975期 代号 17－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3－0001

7

省
委
省
政
府
发
出
慰
问
信

向
河
北
省
支
援
湖
北
抗
疫
医
疗
队
全
体
队
员

表

示

诚

挚

感

谢

和

亲

切

慰

问

□河北日报记者 河北日报通讯员

面对疫情，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发扬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坚定站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敢于斗争，攻坚克难，当好
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筑起层层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坚强堡垒。

冲锋在前，防控一线当先锋
做表率

“小朱，疫区返乡人员自我隔离和日

常生活服务工作必须落实到位，辖区 3
个无物业小区设立的防疫卡口对进出
人员要逐一测温、登记，社区重点部位
日消毒制度要严格按规范执行……”
1 月 30日上午，右腿骨折打着钢板的邯
郸市丛台区黄粱梦建安社区党支部书
记高笑茹，坐靠在沙发上给社区工作人
员电话布置疫情防控工作。

黄粱梦建安社区位于邯郸市北郊
的城乡接合部，紧邻107国道，辖区范围
大，居民居住分散，人员成分复杂，疫情

防控任务重。1月 28日，数日来为疫情
防控忙碌的高笑茹，带着体温计和入户
宣传登记资料，像平常一样骑上自行车
去开展疫情防控。由于连续劳累，突发
眩晕，56岁的她随着自行车一起摔倒在
路边的沟里，致使右腿骨折。

到医院打好钢板，高笑茹不顾医生
和家人劝阻，坚持不住院，返回家中继
续工作。“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在这关键
时刻，腿受点小伤，不能下火线。”高笑
茹说。

疫情总动员，我省各地各部门广大
党员干部召之即来，冲锋在前，在疫情
防控的一线践行初心使命。

1 月 31 日一早，石家庄市井陉县北
障城村口，南障城镇副镇长刘芳正在查
看检查站进出人员的台账。她不时把
左胳膊向上托起，然后又轻轻把左手塞
进羽绒服口袋。检查站上的一名青年
志愿者不解地问：“这是啥习惯？从初
二她带着大家设岗就这样。”

（下转第七版）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党员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
记者日前从省重点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获悉，为积极应对疫情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充分发挥投
资和重点项目建设的对冲作用，
按照特殊时期、特殊应对、超常
举措的原则，省重点办已通知各

地切实做好项目建设各项前期
准备工作，确保疫情过后一批重
点项目立即开工、复工，形成更
多的实物工作量。

省重点办要求，各地要把重
点项目建设作为促投资、稳增长
的重要抓手。（下转第四版）

省重点办切实做好项目建设各项
前期准备工作

确保疫情过后一批重点
项 目 立 即 开 工 复 工

河北日报讯（记者贡宪云
通讯员何菲、王皓）2月 4日，按
照财政部相关要求，省财政厅细
化落实财政金融服务措施，明确
对我省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卫生
防疫、疫苗生产及检测、医药产
品、医用器材等重点保障企业和
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创业者给予
贴息支持，优化现行政策，更好
地满足受疫情影响的企业、人群
和地区的金融服务需要。

据悉，中央财政部门将对
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
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
利率信贷的基础上，按照人民
银行再贷款利率的 50%给予贴
息，贴息期限不超过 1 年，贴息
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拨付
企业。省财政厅将会同有关部
门着力完善受疫情影响人群金
融服务。（下转第七版）

省财政厅细化落实财政金融服务措施

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和个人
创业者可享受贴息支持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疫情发

生以来，广大扶贫干部迅速调整工作安
排，转变日常工作方式，做到疫情防控
与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

2月4日一大早，冒着零下十几摄氏
度的严寒，阳原县四十亩滩村驻村第一
书记孙国亮戴着口罩，为村里十余个贫
困学生逐户发放了打印好的学习资

料。“扶贫先扶智，孩子们待在家里正好
可以抓抓学习，我们谋划过两天在微信
群里举行学生知识大赛。”孙国亮告诉
记者。

这个春节，孙国亮是在四十亩滩村
过的。大年三十那天，他还忙着给村里
蔬菜大棚的工人发工资。孙国亮本打
算正月初二回保定看望老人，但疫情发
生后，他决定留下来和村民一起共度时

艰。这两天，利用在村口疫情防控检查
站执勤的时间，他与三位村干部商定了
今年全村蔬菜大棚种植和柴鸡扩大养
殖的计划。

从省扶贫办获悉，全省扶贫系统利
用疫情防控这段时间，对工作进行全面
系统梳理，集中精力研究，狠抓推进落
实，做到思想不乱、精力不散、工作不
断，坚决防止松劲懈怠，绷紧弦、再加

压，强力推进各项工作。
调整近期工作安排。省扶贫办对

原定近期开展的会议和督查巡查活动
全部延期或暂停，对照全省农村工作会
议暨脱贫防贫工作会议精神、全省扶贫
办主任会议确定的攻坚任务，有力有序
有效推进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剩余贫困
县摘帽、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脱贫攻坚

“回头看”等近期重点工作，全力推进 6
项重点任务清单落实。

转变日常工作方式。认真落实中
央和省防控工作方案要求，切实转变防
控期间扶贫脱贫工作方式。严格控制
人员流动，（下转第二版）

全省扶贫干部疫情防控与脱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

河北日报讯 2月5日，省
委省政府向河北省支援湖北
抗疫医疗队全体队员发出慰
问信，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感谢
和亲切的慰问，致以崇高的敬
意。慰问信全文如下。
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全
体队员：

在全国各地全力以赴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期，我省 307
名医护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
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的崇高精神，勇于担当，主动
请缨，带着职责使命和深厚情
谊，义无反顾奔赴湖北疫情防
控一线开展支援。你们是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是燕赵儿女
的楷模。在此，向大家表示诚
挚的感谢和亲切的慰问，致以
崇高的敬意！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当前，疫
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省委、
省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要坚
持政治站位，把支援湖北省和
武汉市抗击疫情作为重大责
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
切听从指挥，坚决服务大局，全
力以赴做好工作。要发挥专业
优势，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始终放在第一位，精
准防控，科学救治，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充分展示河北医护工作
者的良好形象。要做好自我防
护，严格依规科学救治和开展
工作，认真落实防护措施，注重
每个细节，坚持劳逸结合，防止
交叉感染，在救治患者的同时
确保自身健康。

你们奋战在抗击疫情前
线，全省人民是后盾。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派出单位将在人
员、设备、药品、器械等方面提供全方位保障，像关心自己的亲
人一样关心照顾好你们的家属子女。大家有什么困难和意
见，请及时反映报告，一定全力解决到位。

你们的精神十分可贵，必将进一步激发全省上下抗击疫
情的昂扬斗志。让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坚
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省委、省政府和全省 7500 多万人民期待你们胜利凯旋、
平安归来！

中共河北省委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0年2月5日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6日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
曼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肺 炎 疫 情 的 关 键 时
刻，国王陛下和沙方多次表示予以
中方坚定支持，充分体现了中沙两
国的真挚友谊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高水平，我对此深表赞赏。中方愿
同沙方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 关 切 ，推 动 双 边 关 系 得 到 更 大

发展。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

方举国行动，全国上下一心，全力应
对，采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
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目前，我们的防控工作正在取得
积极成效。中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
有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丰富经验，
有信心、有能力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方采取的强有力措施，不
仅在对中国人民健康负责，同时也

是对世界公共安全的巨大贡献。希
望各国及时了解和遵从世界卫生组
织关于旅行和卫生的指导意见。中
方高度重视在华沙特人等所有外国
公民的健康与安全，会继续采取有
效措施，保障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中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
态度，同包括沙特在内的各国一道，
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世界和地
区公共卫生安全。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

我们的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2月6日上午，邯郸市首批两名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从该市传染病医
院治愈出院。 河北日报记者 刘剑英摄

王东峰主持召开河北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力以赴推进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许勤李建国赵一德出席

石家庄、张家口、廊坊、沧州、邯郸传来好消息

10名治愈患者昨日出院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2月 6日
下午，省委书记、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东峰主
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分析当前我省疫情
防控形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省长、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许勤，国务院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机制工作指导组组长李建国，省
委副书记、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赵一
德出席。

会议进一步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通报了我省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审议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防控工作的通
知》。省医疗救助专家组专家解读了《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五版）》。

会议指出，要坚持政治站位和大局
观念，强化组织领导和分工协作抓落
实。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
策部署，全面落实李克强总理在中央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要求，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坚决服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
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把
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来抓，以实际工作成效践行对党绝对忠
诚、对人民绝对负责。要坚持守土有责、
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层层压实各级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各地属地责任、各部
门职能责任，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
动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广
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上下联动、分工
负责，抓紧抓紧再抓紧，落实落实再落
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入排查全面防
控，实行关口前移、严防疫情蔓延。要强
化“三道防线”作用，落实人防物防技防
措施，对进入我省和由我省进入北京的
人员进行全面排查检测，对车辆进行全
面消毒，确保疫情省内不扩散，省外不输
入不输出。要加大农村和社区排查力度，

严格落实“四个一”机制，乡镇、街道要加
强对农村和社区的工作指导，层层压实
基层党组织、派出所和广大党员干部责
任，全面排查、到户到人、建档立卡，构筑
抵御疫情的坚强防线。要切实加强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学校、企业等重点区域
和群体防控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城乡接
合部、城中村、建筑工地等区域和外卖
员、快递哥等群体开展排查防控，确保全
覆盖、无死角、无盲区。要扎实推进确诊
人员救治、疑似人员检验确诊、发热人员
科学认定“三个关口前移”，坚决防止发
生交叉感染和疫情传播。

会议要求，要坚持科学救治，切实
保障药品、物资供应到位。要认真落实

“四集中”要求，统筹调度全省优质医疗
资源，（下转第二版）

◀在沧州市人民医院肿瘤院区一楼门
诊大厅，医务人员为治愈患者献上鲜花。

河北日报记者 张岚山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李艳红、刘冰洋、
刘剑英、霍相博、张岚山）2月6日，经过
医疗救治专家组科学指导和医院医护
人员精心治疗，石家庄、张家口、廊坊、
沧州、邯郸10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治愈患者出院。

当日，石家庄市两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患者痊愈出院，这是该市第
二批治愈出院患者。其中一名患者为保
定市人，38 岁，在武汉六渡桥农贸批发
市场工作。1 月 23 日，乘高铁返回保定
途中，因发热 9 小时经 120 由石家庄站
转送至石家庄市五院接受治疗，1月 24
日，被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确诊病例。另一位患者为石家庄人，17

岁，与武汉回石人员有接触。发热、咳嗽
5天，于1月29日收治进石家庄市五院，
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进行了8天隔离治疗。

张家口市首例治愈患者从该市传染
病医院出院。这名男性患
者32岁，万全区人，1月22
日 23时从武昌站乘 Z336
次火车返回张家口。1 月
24 日乘坐救护车至万全
区医院就诊。1月28日，转
至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
经市、省疾控中心分别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