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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明办就贯彻中央文明办通知提出要求

在疫情防控中有针对性
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我省采取有力举措助药企扩产能

我省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患新冠肺炎致贫可获临时救助

邢台又有3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病毒不可怕，一定要有信心！”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从省药
监局获悉，近日，该局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根据省市场监管局防控工作要
求，开通应急审批绿色通道，按照“统
一指挥、早期介入、随到随审、科学
审批”原则，做到第一时间受理、第一
时间办结、第一时间送达，在确保审
批质量基础上，全力服务疫情防控
需要。

为方便企业申请，该局提出，所有
申请资料可采用电子扫描在线提交或
发送至指定邮箱方式报送，相关办理
结果采用在线送达、扫描送达或传真
送达等方式办理。同时，对药品、医
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因生产防疫产品
提请复产、扩大设备生产能力、委托
生产等申请，以及具有相应生产技
术、能力的企业办理生产许可证的，
提前介入，同步开展检验检测、技术

审评和现场检查，实现一次性并联快
速审批。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省药品检
验研究院检验使用新原料药生产的盐
酸阿比多尔胶囊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情
况下，第一时间批准石家庄四药有限
公司增加原料药供应商补充申请。批
准后，石四药盐酸阿比多尔胶囊每天
制剂产量可达100万粒，将切实保障临
床抗病毒药品供应。

在充分调研以岭药业实际生产情
况下，同意企业在抢产期间委托其全
资子公司石家庄以岭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进行中药材前处理加工，使其中药
材日处理加工能力增加 16 吨，连花清
瘟胶囊日产量提高1100万粒。

省药监局要求，相关企业在最大
程度保障疫情防控所需药品生产的同
时，严格遵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确保药品质量安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崔桂
敏 记者刘剑英）2 月 7 日 10 时
许，位于邯郸市复兴区的邯郸波
芙澜服饰有限公司（简称波芙澜
公司）车间内，制版、裁剪、车缝
等各道工序上，工人们正专注地
忙碌着。

“往年这时候工人都在放
假，今年为了紧急赶制医用物资
防护服，企业提前复产复工。”企
业总经理侯建军说，从接到复工
通知到开始成批生产仅用了两
天，快速复产背后是复兴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
门的全力帮扶。

1月 30日下午，有过防护服
生产经验的波芙澜公司被复兴
区紧急“征召”。为帮助企业尽
快复产，复兴区区长李少锋连夜
协调原材料和进货资金问题。
31 日凌晨，首批 10 吨原材料运
抵企业，口罩、消毒液、酒精等所
需防疫用品同步到位。

“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在
前方战斗，多做一件防护服，就
能多让一个人少些危险。”侯建
军介绍，企业迅速组织力量对设
备进行调试，对生产、质检等各
环节制定了严格标准，确保产品
质量。“现在员工们每天加班加
点，日产能达1000多件。”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尽力保
障百姓日常生活？对涉及群众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企业，复兴区
同样开展了精准帮扶。

好日子食品有限公司是复
兴区一家生肉制品企业，企业

负责人告诉笔者，目前公司每
天供应生肉制品 8000 公斤。为
加快复产，区政府不仅协调了
生猪运输过程中如何穿村行驶
的问题，还派遣检疫人员提前
进厂，现场指导企业开工前的
防疫工作。

据介绍，对保障公共事业运
行、疫情防控、群众生活必需及
其 他 涉 及 重 要 国 计 民 生 的 企
业，复兴区明确企业达到防护
要求可提前复工。“我们出台了
严苛的复工标准，要求复工企
业必须制定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方案，提供职工行程记录、体温
监测、消杀记录等信息，确保防
控方案、防疫知识传达到每名员
工，验收合格后才能复工。”李少
锋介绍，对复工企业，他们还组
织发改、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

“一对一”帮扶，及时协调解决生
产中的问题。

邯郸市复兴区

精准帮扶三类重点企业复产复工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宝贝儿，咱回家了！”正月
十五元宵节，隆尧县 11 岁的新
冠肺炎患者闫某某走出邢台市
第二医院隔离病区，接她回家
的隆尧县有关部门负责人送上
鲜花和祝福。

同日，清河县患者王某某、
临西县患者李某某也相继出
院。这是该市继 7 日之后的第
二批治愈出院患者。目前，邢
台累计治愈出院患者已有4例。

“我想回家找妈妈！”面对
记者的采访，年幼的闫某某略
显紧张，她怀抱鲜花，尽管眼神
儿里满是期盼，还是不忘和医
护人员说声“谢谢”，并鼓励其
他患者“加油”。

“保持好心态，养足精气
神，注意营养饮食，提高抵抗
力，最主要的是积极配合治疗，
就一定没问题！”王某某一走出
病房，就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病毒不可怕，一定要有信心！”
他说，刚住到隔离病房时，一位
未曾谋面的“医生大哥”大声喊
着他的名字，给他加油鼓劲儿，

“这让我一下子坚定了信心，浑
身充满了力量！”

据了解，住院期间，邢台市
第二医院医疗救治团队坚持“一
人一方案、一人一团队”的原则。
经积极治疗、精心护理，这 3 名
患者临床症状消失，连续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专家会诊
评估并确认，这3名新冠肺炎患
者均符合出院标准，予以出院。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褚林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日前，省民政厅印发通知，要求
全省民政部门全力保障疫情防
控时期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对因
患新冠肺炎导致贫困的群众开
辟绿色通道，通过临时救助或纳
入低保等方式，及时予以救助。

通知指出，各地民政部门
要充分发挥临时救助作用，及
时将因患新冠肺炎导致基本生
活陷入困境的家庭和个人纳入
临时救助范围。对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以及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中的新冠肺炎患者，可
根据需要直接给予临时救助；
对其他生活困难患者，要指导
乡镇（街道）及时启用临时救助
备用金，积极开展先行救助；对
因患新冠肺炎造成重大生活困
难的，可采取一事一议方式加
大救助力度；放宽户籍地申请
限制，对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
难的流动人口，由急难发生地

乡镇（街道）或县级民政部门直
接实施临时救助。

通知要求，疫情防控期间，
可将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审
批权临时下放至乡镇（街道）；
对新申请低保等社会救助的，
可视情简化审核审批程序；对
已经纳入低保的困难家庭，可
暂停定期核查工作。有条件的
地方，要积极推行低保、特困等
社会救助申请审核审批全流程
网上办理。

通知要求，各地要组织基
层有关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微
信、上门等多种方式，了解城乡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
象家庭生活状况，对基本生活
存在困难的，通过发放临时救
助金、米、面、油、蔬菜、生活用
品等措施及时予以救助。有条
件的地方，可采取发放口罩等
个人防护用品等方式，帮助救
助对象做好病毒防范工作。

河北日报讯（记者薛惠娟）
2 月 8 日，省文明办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文明办和省文明委成
员单位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文明办通知精神，在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有针对
性地开展精神文明教育，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明素质和
自我保护能力，更好地强信心、
暖民心、聚人心。

省文明办要求，按照中央
文明办通知精神，加强疫情防
控知识宣传教育，坚定战胜疫
情的信心；弘扬共筑美好生活
梦想的时代新风，打造有利于
疫情防控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的
社会环境；选树和宣传疫情防
控工作先进典型，凝聚众志成
城抗疫情的强大力量；动员群
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造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省文明办提出，在开展精
神文明教育过程中，各地各部
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部署要求，坚持在省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和市县两级党委、政府的
统一领导指挥下进行。要认真
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三
创四建”活动的部署要求，推动
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发挥带
头作用。要重视发挥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各级志
愿服务组织的作用，在做好自
身防护和相关培训的前提下，
科学有序助力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要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倡导婚事缓办、丧事简办，治理
封建迷信活动，倡树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

包括保障公共事业

运行、疫情防控、群

众生活必需及其他

涉及重要国计民生

的企业

我省提供免费在线
心 理 咨 询 服 务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2月8日清晨5时，48岁的老
李起床量了体温，正在屋里锻炼
时，妻子敲响了屋门。

“老李，我把饭放门口了，记
得拿，别凉了！”

“啥饭啊？”
“今天过十五，白菜猪肉馅

饺子。”
“行，你先回屋吧。”
8 日是元宵节，也是河北首

批、廊坊首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老李回家的第7天。

虽然医生说了，治愈患者身
上没有病毒，传染他人的几率很
低，但保险起见，老李还是决定
执行一段时间的“隔离方案”：自
己独居东屋，让妻子住在西屋。
每天到了饭点，妻子把饭送到他
的屋门口。确定妻子离开后，他
才开门端饭。

老李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

经出嫁。还在上学的小女儿原
本在家里住，但在他回来前，女
儿被“赶”了出去，暂时借住在亲
戚家。

按照医嘱，老李回家后还要
继续吃 1 周抗病毒药，居家休息
两周。

被老李“赶”走的，不光是小
女儿。从住院后，他的手机每天
响个不停，亲戚朋友、同学同事，
纷纷通过电话、微信问候他。出
院到家后，不少亲友提出要来家
里送东西看望，都被老李一一回
绝，还顺便给他们“上了一课”。

“我和他们说，疫情期间尽
量少出门、少串门，减少感染几
率。”老李告诉记者。

住院期间，老李学到不少新
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每次和
他人通电话，他都会耐心地为他
们讲解预防疾病的注意事项。

“他们有啥事都爱问我，觉
得我有亲身经历，说话更有说服

力。”老李说，这是自己现在能为
大伙儿做的最有意义的事。

确诊之前，老李有个老同学
因为给他送过东西，现在还被隔
离观察着。原本以为给人家添
了麻烦，“牵连”了人家，没想到
后来，老同学反而开导起他来。

“大家都很照顾我，没人‘嫌弃’
我，这让我很感动。”老李说。

临近中午，老李向住在西屋
的妻子“喊话”，想吃包子、炒芹
菜和木须肉。

“生活的问题不用发愁，政
府都安排好了。”老李说，回家第
二天，当地镇政府就给他们家送
了几十斤蔬菜，一大盒蛋糕。同
时，村干部也特地送来了一大桶
84消毒液和一包垃圾袋，确保生
活垃圾妥善处置。

“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想
通过视频，吃个团圆饭！”老李
说，虽然形式“特殊”，但一家人
能够在一起，就是团圆。

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团圆
——河北首批、廊坊首例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回访

全力以赴生产“救命机”

河北日报讯（记者桑珊、马利）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关
于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提供免费在线心理咨询服
务的公告，组织河北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河北师范大
学心理咨询专业力量组成专业心理支持团队，在疫情防
控期间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在线心理咨询和
疏导服务。

免费在线心理咨询服务对象为大中小学师生；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到
医院就诊的发热患者以及相关人员的家属、同事、朋友；
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后方组织
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志愿者等；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
相关人群、易感人群、普通公众。每日6时至24时，有需
求的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可发送自己的心理困惑到指
定邮箱，并留下手机号码。心理支持团队将安排心理
咨询老师通过电子邮件，一对一答复有关的问题，尽可
能减少疫情带来的不必要恐慌情绪。在线心理咨询邮
箱：xxfyxlzx@163.com。

据了解，两所高校的所有心理咨询专家均经省教育
厅及相关高校严格遴选，具有专业资质和丰富咨询经验，
在服务前均接受过咨询伦理培训，并在资深专家的督导
和支持下开展心理咨询工作。此外，网络心理辅导服务
为一次性的服务。原则上每人总沟通次数不超过 3次。
若有特殊情况需要多次服务，可与心理咨询师进行协商
确定之后的辅导方案。

河北日报讯（记者郭猛、孙也达）
减免中小微企业税费、延期缴纳税
款、减免中小微企业房租……2 月 4
日，秦皇岛市制定、印发《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微企业共渡难关的意见》（简称《意
见》），发挥中小微企业在疫情防控中
的重要作用，支持和帮助中小微企业
共渡难关。

《意见》明确，对纳税人因疫情原
因遭受重大损失，缴纳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房产
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

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意见》倡
议业主单位和经营者，适当减免入驻
中小微企业租金；对承租国有资产、集
体资产类经营用房的中小微企业，免
收房租1个月、房租减半2个月；对租
用其他经营用房的，鼓励业主（房东）
为租户减免租金，具体由双方协商解
决；对大型商务楼宇、商场、市场运营
方为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租
金的，各县区可给予适度财政补贴。

针对相关重点项目，支持疫情防
控所需物资生产企业实施技术改造，
提质增效增加产能；对于疫情防控重
点物资生产企业新上技术改造项目，
按照设备投资额给予一定比例技术改
造项目资金补贴；对于2019年冬季新
增投资的旅游项目，因受疫情影响损
失较大的，经主管部门认定后，给予一
定资金补助。

对于面临暂时性经营困难，确实
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

业，按照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
伤保险费，缓缴期最长6个月；缓缴期满后，企业足额补
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不收取企业滞纳金，不影响企业
和个人信用记录，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实施援企稳岗政策。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
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对面
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
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标准可按 6个月的当地月人均
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政策执行期限按照
国家规定执行。

同时，《意见》要求，各银行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特
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切实压
降利率费率水平；支持秦皇岛银行取消所有结算手续
费，在疫情期间下调 500 万元以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
水平至基础利率（年息 4.15%）；鼓励其他银行参照秦
皇岛银行做法，为中小微企业贷款提供优惠政策。

对受疫情影响暂时不能正常经营生产的企业，合理
调整还款时间，报送信用记录。对有关医院、医疗科研
单位及卫生防疫、医药产品制造及采购、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增融资需求，各金融机构要按照特
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开辟快速便捷的审批通道，给予
最优惠利率，酌情减免手续费；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
信用贷款支持，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综合金融服务。

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创
业园、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各类载体，各级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对房租进行一定的补贴，优先予以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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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河市燕郊开发区河北谊安奥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员工正争分夺秒，为疫情防控
赶制呼吸机设备。 河北日报通讯员 孙明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