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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
调拨240余万元救灾物资

□河北日报记者 马彦铭
通讯员 史建会

2月6日18时左右，薄薄暮色下，经
过24个小时不间断行驶，一辆满载制备
阿比多尔所需中间体原料的货车从江
西九江出发，抵达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
的河北国龙制药有限公司。

“没想到，从提出危化品购买申请
到物料到厂，仅用了6天时间，真是帮了
我们大忙！”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董事
长苏学军说。

盐酸阿比多尔胶囊是石四药在国
内较早开发的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临床和
市场需求量剧增。包括石四药在内，目
前国内仅有五家药企拥有生产盐酸阿
比多尔制剂的药品批准文号。

面对快速增长的应急药品需求，石
四药开足马力生产仍难以足量供应。
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受产业链源头
因素影响，阿比多尔原料供应短缺，无
法满足企业连续化生产需要。怎么
办？苏学军急得彻夜难眠。

关键时刻，我省相关职能部门建立

工作专班，强化服务措施，全力支持企
业扩大产能增加市场供应。

河北国龙制药是石四药全资子公
司，近期刚刚取得阿比多尔原料生产资

质。为扩大产能，石四药将河北国龙制
药增加为原料药供应商，并向省药监局
紧急提出备案申请。省药监局立即开
通应急审批绿色通道，1月28日下午，收

到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后，第一
时间批准石四药的申请。

阿比多尔原料生产涉及多种中间
体，其中两种目前只有江西、湖北相关
企业能够正常供应。一种危化品中间
体生产企业在江西九江，其采购、运输、
管理都有严格管控规定，跨省运输需途
经省份公安交管部门审批，正常审批时
间都在 7 天以上，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审批工作更是面临不少困难。

省公安厅获悉这种情况，马上派出
工作专班靠前服务，深入河北国龙制药
查勘现场，并与危化品运输所经江西、安
徽、山东等省公安交管部门对接，确保危
化品中间体顺利运输。省工信厅也积极
与湖北有关部门沟通，经过努力，已经推
动湖北相关中间体生产企业恢复生产。

“我们的货车已经启程开往石家
庄。”2月5日傍晚，江西扬帆新材料有限
公司董秘樊相东给苏学军打来电话。
接到电话，苏学军心里紧绷的弦终于有
所放松。

苏学军告诉笔者，随着原料供应逐
步增加，盐酸阿比多尔胶囊产能会进一
步释放，将为疫情防控贡献更大力量。

我省多部门强化服务措施，兄弟省份有关部门大力支持

协作！为了应急药品扩大生产

2月6日，满载制备阿比多尔所需中间体原料的货车抵达河北国龙制药有限
公司。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厂的车辆喷洒消毒液。河北日报通讯员 吴雨晴摄

□讲述/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队
员、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内二科医生
王艳辉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1 月 26 日，也就是大年初二早
上，我正在手机上刷关于疫情的新
闻，突然收到一条微信消息。

“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我科室需
要一名大夫、一名护士支援武汉，大
家自愿报名。”反复看了几遍后，我把
手机递给了妻子。

“你不会想报名吧？”妻子瞪大了
眼睛。

“嗯。”
“我不同意！”
“咱们都是医护工作者，我还经

历过‘非典’，有经验！”
沉默了两分钟，妻子最终还是同

意了。
这次报名我也有“私心”。2003

年，我在值夜班时收诊了一名发热病
人，经判断为“非典”疑似患者，因而
我也被隔离起来。看着同事们都在
一线奋力抗击“非典”，我却只能待在
隔离室。这一次，我不能错过战斗！

中午12：50，我接到电话，要求尽
快与省内其他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
队员会合。收拾行李间隙，我跟 80
多岁的老父亲通了电话，告诉了他我
去武汉的消息。

父亲没有强烈反对，只是一个劲
儿地嘱咐我：“要保护好自己，照顾好
同事。你去救人是好事，一定要完成
好任务！”

1 月 27 日凌晨 4:38，我们在武昌
火车站下了车。天气阴冷，大家心里
却满怀热情。

随后，我们与对口支援医院——
武汉市第七医院负责人、各科室主任
详细沟通了整体状况。我与其他 11
名医生、48 名护士组成了一支医疗
组，专门负责 11 名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重症患者的医护工作。

我们组分成了“黑白”两个班，一
班配备2名河北医生，4至5名当地医
生。此前，这里的医务人员严重不
足、超负荷工作。“还好你们及时赶来
了！我代表武汉人民谢谢你们！”武
汉同事们一句朴实的话，像一股暖
流，涌入我的心里。

投入工作前，我去当地超市为
自己采买生活用品。最后一看，买
得最多的要数成人纸尿裤。同事们

看了都笑着说：“你这准备，肯定打
胜仗！”

为啥买纸尿裤？医护人员需要
执行十分严格的防护措施，口罩、帽
子、眼镜、鞋套、双层手套、隔离衣、连
体防护服，一套装备穿戴下来，最快
也要五分钟。为了防止病毒传播，防
护装备不能随意脱穿，减少上厕所的
次数。

1月28日，我正式进入了重症监
护病房。为防止病毒扩散，病房里的
空调处于关闭状态。连续工作四个
小时，我被密不透风的防护装备闷得
全身是汗。洗完澡后，我们才能进入
清洁室吃饭、休息。

“一个班，两个澡，防护服里蒸
桑拿……”大家一边聊着，一边拿起
盒饭和筷子，脱离了橡胶手套的包
裹，手上的皮肤有些褶皱，但格外灵
活，这种感觉真好。简单吃了口饭，
我们便又重返岗位。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在跟“死神”赛跑，必须争分
夺秒。

19时，我和同事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由于我们是这支医疗组上岗的第
一班，夜班同事围着我们问了很多问
题。细心地问，耐心地答，深入地讨
论，不知不觉又过去了一个多小时。

回到驻地宿舍打开手机，微信像
“炸了锅”一样，一千多条未读信息，
大多是亲朋好友的鼓励和嘱咐。跟
妻子视频时，脸上暗红的口罩勒痕让
她有些心疼。

9岁的儿子小宇凑到摄像头前问
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
说：快了！有这么多人和爸爸一起战
斗，我们一定能早日胜利回家！

“这一次，我不能错过战斗！”
——连线河北省支援湖北抗疫医疗队⑥

图为王艳辉在武汉当地超市购
买生活用品，其中有一大包成人纸
尿裤。（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安委
办 2 月 1 日印发做好复工复产期间安
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2 月 9
日以后，一大批企业将集中复工复
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格外重视复工
复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克服麻
痹松懈思想，剔除不利因素影响，切实
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坚决杜绝生产安
全事故发生。

省安委办要求，要严把企业复工复
产验收关口，确保企业复工复产时间不
早于 2020年 2月 9日 24时。涉及保障
公共事业运行必需（供水、供气、供电等
行业）、疫情防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
防护用品、消杀用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等
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场、农贸
市场、食品生产和物流供应等行业）及
其他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
外。要逐个摸清高危行业企业停开工
情况，建立企业停开工台账清单。健全
日常联系沟通机制，根据疫情防治进
度，及时掌握企业复工复产计划。企业

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安全部长、安
全管理人员以及特种作业人员不齐全
的，坚决不得复产。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立即向有复工
复产计划的企业下发安全提示，明确
复工复产安全防范措施、验收标准和
验收程序。企业要认真组织疫情排
查，加强职工体温监测，发现情况及时
处置，确保职工队伍稳定；要加强厂
区、宿舍、食堂消毒，加强疫情防控知
识宣传，并为职工提供必要的防护用
品；必须开展一次全面的风险隐患排
查，落实风险防控技术措施，做到措施
不落实不生产、隐患不排除不生产。

严格执行复工复产验收制度。煤
矿、非煤矿山监管部门要严格执行相
关要求，严格执行验收标准，认真履行
验收程序，压实签字验收责任，切实做
到合格一个、复产一个。危险化学品
企业要严格执行复产安全生产条件确
认制度，在复工复产前，要向当地县应
急管理局提出申请，复工复产方案经

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经县应急管
理局审核后，及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
案。由县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企业
提交的复工复产方案进行审查和现场
核查，确认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经县

（市、区）长签字后方可实施。各级道
路交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人员密
集场所等行业领域监管部门，要按照
监管职责，科学制定验收计划，明确验
收标准，规范验收程序，按照“谁验收、
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将验收责任
落实到人。

加大复工复产期间监督检查力
度。加强暗查暗访和突击检查，对不
落实复工复产要求、未经验收合格擅
自复工复产、存在重大隐患不及时治
理的，坚决依法严肃处理，把情节严重
的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凡在验收
工作中违反程序、降低标准、把关不
严、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要严肃查处
问责。引发事故的，追究相关部门和
人员的责任。

省安委办印发通知要求

要格外重视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产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
静 通讯员刘子元）连日来，
全省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及时
协调调拨救灾物资用于疫情
防控工作。截至2月6日，全省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调拨总计
7282 件、240 余万元救灾物资，
用于设置疫情监测点和防控工
作人员生活保障等疫情防控
工作。其中，帐篷 801 顶、折叠
床 2432 张、棉大衣 3381 件、棉
被褥668条。

为加强用于疫情防控的救
灾物资管理工作，省应急管理
厅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应
急管理部门严格落实管理责
任，严肃相关纪律要求，切实

管好用好救灾物资；明确调用
物资使用范围限于用于当前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不 得 擅 自 改
变、扩大救灾物资使用范围和
用途，严禁倒卖或出租救灾物
资；规范物资发放程序，对物
资发放情况及时进行登记造
册，建立信息台账，要做到账
目清楚，手续完备，谁签字、谁
负责；及时组织对未使用或可
回收的帐篷、折叠床和折叠桌
凳等救灾物资进行集中回收，
并进行严格清洗、消毒；严格
遵照有关程序对失去使用价
值的物资及时进行报废，禁止
用于防疫工作救灾物资流入
社会。

我省加强疫情防控慈善捐赠管理

慈善组织不得对捐赠款物
收 取 手 续 费 管 理 费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为充分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城乡群
众生活造成的影响，省发改委发挥全省
物流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能，要求
各地发改委协调组织大型物流园区和
物流企业做好粮油、肉蛋、果菜等日常
生活必需品储备和运输配送。目前，全
省共协调组织了142家重点物流园区和
企业参与开展日常生活用品保障。各
物流园区和企业正在积极组织备货和
运输，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其中，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
作为京津冀农产品供应的重要物流节
点，在做好园区疫情防控的同时，启动了
农产品应急保障预案，积极加强货源组
织，加大从云南、海南等地“南菜北运”调
运力度，确保疫情防控期间京津冀生鲜
农产品供应。目前，园区内保供类蔬菜
供应不低于30个品种，整体蔬菜品类达
120余种，整体果蔬储备量约3.4万吨。

全省组织142家重点物流
园区和企业参与保障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2月7日，
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第十批疫情防控期间
市场监管领域违法典型案件。其中，市
场监管部门将两起违法制售口罩案件移
交公安机关。

近日，根据相关案件线索，唐山市市
场监管局依法对唐山圣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开展立案调查。经查，该公司存在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一次性医用
口罩和将过期医用口罩擦码后重新喷码
修改生产日期等违法行为，涉案货值56
万元。唐山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此案移
交公安机关。

根据群众举报，石家庄市市场监管
局近日依法对刘某制售假冒口罩黑窝
点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 3M 口罩 4.4
万余个，经 3M 公司知识产权代理公司
检测为侵权产品。石家庄市市场监管
局依法将该窝点取缔，并将此案移交公
安机关。

两起违法制售口罩
案件移交公安机关

石家庄海关验放首批
河北口岸入境防疫物资
河北日报讯（记者苑立立 通讯员

赵丹、李越）2 月 6 日 17 时许，一艘名为
“JRS CORVUS（合德唐山）”的货轮抵
达京唐港。该货轮装载着日淘国际贸易
唐山有限公司捐赠的15万只口罩，货值
35000元，将用于疫情防控一线使用，这
是河北口岸入境的首批疫情防控物资。

时间就是生命。了解到企业拟捐赠
物资以来，石家庄海关所属京唐港海关
主动联系企业做好政策解读、通关指导；
与港方建立沟通联络机制，跟踪舱单动
态，及时掌握防疫物资到港、装卸、运输
全流程；设立《进口防疫捐赠物资登记放
行台账》，关员24小时备勤。

该关实行车船直取方式，货轮靠泊
后，关员第一时间登轮检疫，对船员进行
体温监测，同时采取先登记放行后补办
减免税手续的模式，确保货物随到随验、
即到即提，第一时间全速通关。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2 月 7 日，省民政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
慈善捐赠管理，各慈善组织对
疫情防控捐赠款物一律不得收
取任何手续费、管理费。

通知指出，被确定为款物
接受单位的慈善组织，要按照
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有
关规定，严格工作程序，确保款
物接收手续完备、专账管理、专
人负责、账款相符、账目清楚，
并向捐赠人出具财政部门统一
印制的票据。各慈善组织暂不
接收与疫情防控无关的物资，
不得接受不符合防疫要求的医
疗物资等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

通知要求，各级慈善总会、
红十字会及其他慈善组织要做
好疫情防控捐赠款物接收登记
和统计，规范完善捐赠资金拨
付、物资发放工作流程。当前，
所募集的捐赠款物，主要用于
定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以及其他与疫情

防控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对
捐赠人指定捐赠款物用途或受
援地区的，要尊重捐赠人的意
愿使用；对无明确捐赠意愿的，
要按照本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要求，
统筹安排使用。

通知指出，各慈善组织对
疫情防控捐赠款物的接收和分
配使用详细情况，要按照有关
规定，通过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慈善中国”、本组织网站
或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依法、
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相关信息至少三天
公布更新一次。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
要加大对本地区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公开募捐活动监
管力度，依法禁止任何组织和
个人假借慈善名义或者假冒慈
善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各地要
采取有效措施，畅通举报渠道，
接受公众监督。省民政厅监督
举 报 电 话 ：0311- 88615545、
88615535。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展茂光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
王育民、张岚山、邢云）在医疗
救治专家组悉心指导和医护团
队全力救治下，2月 7日，唐山、
沧州、邢台5名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患者治愈出院。

当日，唐山市首批两名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在该市定
点收治医院唐山市传染病医
院先后出院。两名患者中，男
性患者为唐山遵化市人，于 1
月 30 日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病例，收入唐山市传染
病医院进行救治。女性患者为
唐山市迁西县人，长期在武汉
市工作，于 1 月 17 日抵达迁西
县，1月 28日被确诊，收入唐山
市传染病医院进行救治。

继前一天首批 2 名治愈患

者出院之后，沧州市又有2名患
者治愈出院。据了解，2名男性
患者分别为沧州市黄骅、南皮
人，均于1月29日被确诊，收入
沧 州 市 人 民 医 院 医 专 院 区
治疗。

邢台首位治愈患者在该市
第二医院治愈出院。该患者常
年在武汉做生意。1月 18日出
现发热、咳嗽症状。1 月 23 日
到清河县人民医院就诊，1月26
日被确诊，当天转入邢台市第
二医院住院治疗。

“感谢每一位医护人员无
微不至的关心和精心治疗。”各
位患者表示，是党和政府的殷
切关怀、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
和周到护理，使自己最终战胜
病魔得以康复。

唐 山 沧 州 邢 台
5名治愈患者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