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助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石家庄市以岭药业、石药集团、
华北制药、神威药业等多家药企加紧生产药品，保障药品供应。图为石家
庄以岭药业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新华社发（张晓峰摄）

▲日前，滦南县中红普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丁腈手套生产线上，工人
正在忙碌。该县几家医疗防护手套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生产各类医疗防
护手套，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物资保障。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永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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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2月 7日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东峰深入到石家庄市晋州市、辛集市进
行暗访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夯实农村防控疫情基
层基础工作，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确
保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省委副书
记赵一德参加暗访检查。

加强疫情防控，农村是重点地区，
也是薄弱环节。暗访检查中，王东峰、
赵一德首先来到石家庄市晋州市东里
庄镇安家庄村。在村口，红色的提示
牌十分醒目，要求本村车辆和人员必
须 接 受 体 温 检 测 ，外 地 车 辆 一 律 绕
行。党员志愿者 24 小时在村口轮流值

守，对出入人员进行登记、测温。王东
峰、赵一德按照要求测温后，步行进入
村庄。在村卫生室，王东峰、赵一德向
村医详细询问村里有没有发热人员，
药品和防护物品充不充足，村庄环境
卫生整治情况如何等。当得知曾有两
名村民出现了发热症状，王东峰当即
请村医进行电话回访，了解现在是否
仍然发热，并要求加强跟踪，掌握动
态，对持续发热人员立即向上汇报，按
照规定进行隔离和救治。王东峰叮嘱
村医，要抓住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
一体化管理的机遇，不断提升医疗水
平，确保药品零差价，为村民提供细致
周到的医疗服务。在村里的主要街
巷，党员志愿者正在进行巡查。王东
峰、赵一德与他们进行交流，要求他们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防死守、盯紧看
牢，严防疫情扩散和蔓延。

在辛集市经济开发区南小陈村，党
支部书记带领部分村“两委”干部和党
员代表正在村口值守。王东峰、赵一德
与他们进行交谈，了解该村疫情防控工
作情况。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王东峰，村
里有两位从武汉返乡人员，在回村后20
多天时间里没有出现发热症状，目前在
家隔离。王东峰要求组织医护人员继
续进行密切观察，确保防控工作万无一
失。王东峰强调，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要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积极行动，担当
担责，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
高飘扬。要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凝聚群众，增强群众自我防护意识，积
极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整治村庄环
境卫生，构筑群防群治、联防联控的严
密防线。

凝心聚力抓防控，攻坚克难促发
展。王东峰、赵一德来到石家庄鸿锐集
团辛集基地工厂，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企业负责人告诉王东峰，该企
业每月生产 1.8 亿只医用防护手套，主
要用于我国各地疫情防控工作。王东
峰对企业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
说，生产防控用品的企业，既承担着疫
情防控的光荣任务，也肩负着稳定职工
就业、促进当地发展的重要使命。当前
要开足马力生产，确保产品质量，为疫
情防控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7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特
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全力以赴抗击
疫情。我们全国动员、全面部署、快速
反应，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的防控举
措，打响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有关工作正在逐步取得成效，我们完
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习近平指出，中方不仅维护中国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维护
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
们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
时向世卫组织以及美国在内的有关
国家和地区作了通报，并邀请世卫
组 织 等 相 关 专 家 前 往 武 汉 实 地 考
察 。 中 国 是 这 次 疫 情 防 控 的 第 一
线。我们及时采取果断有力措施，
得到世卫组织及许多国家充分肯定
和高度评价。

习近平指出，中美就疫情防控保
持着沟通。我赞赏总统先生多次积极
评价中方防控工作，感谢美国社会各
界提供物资捐助。流行性疾病需要各
国合力应对。当前疫情防控处于关键
阶段。世卫组织从专业角度多次呼
吁，所有国家不要过度反应。希望美
方冷静评估疫情，合理制定并调整应
对举措。中美双方可保持沟通，加强
协调，共同防控疫情。

（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 2 月 7 日，省
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全省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宣
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宣传引导工作视频会议精神
和省委要求，从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精心做好
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工作，统筹网上网下、内宣外
宣、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
人心、聚民心，凝聚起全省人民
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共克时艰
的强大正能量。

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深刻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特别
是关于宣传舆论工作的重要论
述，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上来，确保
疫情防控宣传舆论工作沿着正
确方向前进。要突出宣传好党
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要
把做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
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宣传贯穿疫情防控宣传
教育和舆论引导全过程，及时
宣传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
神作出的重大部署、重点工作
安排，充分反映总书记对疫情
防控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
决策，反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情怀。要大力宣传
我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举措，省直和各市主要
新闻媒体要持续推出专题报
道、动态报道、评论言论、新媒
体产品等，进一步做好对上报
道工作，（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

王东峰在石家庄市晋州市辛集市暗访检查时强调

夯实农村防控疫情基层基础工作
统筹推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赵一德参加暗访检查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通讯员
郝赫）从省工信厅获悉，为全力做好疫
情防控物资生产保障工作，我省对重点
企业复工复产扩产情况一天一督导，针
对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多措并举，
协调解决，确保重点物资的保障供应。

现场协调沟通，解决企业复工复产
问题。各市成立以主管市长为组长，工
信、市场监管、财政、发改、交通、应急等

部门为成员的工作专班，动员组织重点
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达产，根据需要及时
扩大生产能力，实行一企一策，特事特
办，全力做好生产保障工作。目前，已
为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解决
企业原材料运输、设备订购、人员招募
等问题；组织沧州千彩电子产品有限公
司生产疫情防控急需的负压隔离仓；协
调河北速能辐射加工有限公司开工复

产，为邢台市润博达医疗防护用品有限
公司提供灭菌配套……

狠抓关键环节，50家重点企业开工
生产。药品、医疗器械、防护用品、消杀
用品等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都
在满负荷生产，并督促有生产能力但已
经停工停产的企业早复工、早复产、早
达产。截至 2 月 6 日，省工信厅监测的
全省 53 家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

中50家已开工生产，开工率达94%。
针对企业生产中的员工招募、生产

设备和检测仪器采购、原辅料供应、物
流运输、流动资金、生产资质等相关问
题，加强协调，提高办事效能。建立企
业沟通对接渠道，使河北盛万保医疗用
品有限公司、廊坊康怡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与省内两家熔喷布生产厂家建立稳
定的合作关系；为河北海德塑业有限公
司办理了原材料运输通行证。

按照相关政策，我省积极支持药
品、医疗器械及其关键配套件生产企
业，防护用品生产企业，（下转第三版）

我省疫情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开工率达94%

党旗高高飘扬 汇聚信心力量
□河北日报记者 高原雪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堡垒无言，却能凝聚强
大力量；旗帜无声，却能鼓舞磅礴斗志。

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打响后，省委
组织部第一时间印发《关于在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
全省19.7万个基层党组织、487.7万名共
产党员进入“战时”状态，团结带领人民
群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坚守初心、
勇担使命，筑起层层守护的坚强壁垒，让
党旗高高飘扬，让党徽闪闪发光。

扛起“硬核”担当：冲锋在
最前面，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

湖北武汉，早 8 时，室外气温接近

零摄氏度。
在武汉市第七医院感染病区的医

生更衣间，我省首批支援湖北抗疫医
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河北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二科
主任袁雅冬，再次穿上厚重的装备。
和 17 年前一样，她的动作依旧干脆麻
利。她说，与病魔斗争，和死神赛跑，
我们慢不得。

被口罩勒到破皮的脸颊，被汗水
浸到泛白的双手，手术室外席地而眠
的身影……“看到所有医护人员用心
用情用力守护患者，我深深感到了白
衣战士救死扶伤的职责使命。”我省支
援湖北抗疫医疗队中有87人在“火线”
递交入党申请书，其中90后28人。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
为了谁。”面对疫情，我省支援湖北抗

疫医疗队的 307 名医护工作者集结，
89 名党员战斗在“离炮火最近的地
方”。

为全力支持各级党组织开展防控
工作，省委组织部制定16条措施，激励
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筑堡垒、当先锋、作表率。
转拨中组部下拨专项党费、紧急下拨
代省委管理党费 800 万元，各市（含定
州、辛集市）、雄安新区配套专项党费
2264万元。

与时间赛跑，跟病毒搏击。各级
党组织纷纷递交阻击疫情请战书，河
北省胸科医院、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承
德市第三医院、张家口市传染病医院
等 14 家定点医院，组织“战士们”全副
武装，不分昼夜，奋战一线。

“这个时候我们党员不冲上去谁

冲上去？”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收治病
区主任王海宾已在防控一线连续工
作多日。作为石家庄市医疗救治定点
医院，院党委决定成立职能科室党员
志愿者服务队，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根
据专业特长踊跃报名。号令一出，260
多名党员干部主动请缨，投身疫情防
控第一线。

“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请战上一
线！”“疫情不退，我们不归”……“请战
书”上一条条滚烫的话语，一个个鲜红的
手印，见证了共产党人的“硬核”担当。

疫情防控阻击战战场捷报频传，
截至2月6日24时，我省累计治愈出院
16例。

当安与危、生与死的选择摆在面前
时，全省医疗卫生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以
疫情为令、为生命接力，（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 连日来，我省国际
友好省州和社会组织纷纷通过各种形
式提供支援，与我省携手抗击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

我省友好省州——美国艾奥瓦
州著名友好人士卢卡·贝隆先生致函
我驻美大使馆表示：“我的心情一直
与你们一样，希望听到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得到缓解的积极消息，我愿尽己
所能，为中国人民提供帮助。”荷兰南
荷兰省省长斯密特在致许勤省长的
信中说道：“面对这样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了必要措
施来控制疫情。你们的努力得到了
世界卫生组织和包括荷兰在内的大
多数国际社会的认可。请转达我们
对在河北省医疗一线抗击疫情的医
护人员，特别是现正在武汉工作的河
北医疗队的诚挚问候。”

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州长、韩国京
畿道知事亲笔致信许勤省长表示深切
慰问；俄罗斯图拉州、捷克南摩拉维亚
州、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日本长
野县和鸟取县、韩国江原道等友好省
州主动来函，询问我省疫情防控所需
医疗物资类别、型号等详细信息，希望
为河北提供援助。荷兰南荷兰省指定
专人与我方对接疫情相关事宜，帮助
购买 N95 口罩；德国勃兰登堡州、捷
克南摩拉维亚州、比利时东弗兰德省
积极帮助联系医疗用品公司购买所需
物资；日本长野县、韩国京畿道积极为
我省向本国中央政府申请防护服、医
用口罩、消毒液等紧缺物资，目前长野
县捐赠的医疗物资已经发运；日本苫
小牧市向秦皇岛市捐赠了一批防护服和口罩。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众多国际友好组织、机构也主动通过各
种渠道，表达了对中国及河北疫情防控工作的深切关心和大力支
持。俄罗斯青年联合会向河北省胸科医院捐赠20万只口罩；澳大
利亚河北商会筹集18万只口罩捐赠给我省和武汉市；希腊华侨华
人妇女会向我省捐赠口罩200只、手套400双；美国河北同乡会正
在美国发起捐赠活动；比利时华侨协会积极帮助提供口罩、防护服
等医疗物资购买渠道，纷纷为河北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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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宣传舆论支持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泽）
2 月 5 日从河北省中小企业协
会获悉，该协会出台应对疫情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
服务措施，着力支持中小企业
保经营、稳发展。

建立问题反馈机制。发挥
协会服务企业平台作用，围绕
防疫期间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等
方面实际困难和需求，确定专
人负责，通过微信、电话、邮箱

等方式收集分析，及时向有关
部门反映，为疫情防控和企业
发展建言献策。

支持做好疫情防控。指导
中小企业做好复工、复产期间
的疫情防控工作，协助企业科
学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切实保
障企业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
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助力缓解资金难题。协调
建设银行、（下转第四版）

10条措施支持我省
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