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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3月 12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冉万祥到邢台市调研时强
调，全省统战系统要围绕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积极帮助民营企业复工复
产，深入做好“千企帮千村”工
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献
力量。

冉万祥先后到绿岭康维食
品、华兴宠物食品、明盾技术、
润泰救援装备科技、创力科技、
纳科诺尔等民营企业进行实地
调研，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
情况。他指出，各级统战部门
和工商联要积极帮助民营企业
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实际问题，
增强帮扶企业的扶贫带贫能
力，特别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要重点关注，会同相关部门

给予优先扶持，使其尽快恢复
正常运行，增强对贫困户的带
动作用。

冉万祥强调，“千企帮千
村”工作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
职责、参与脱贫攻坚、拓展发展
空间的战略性行动。要积极引
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现代
农业，拓宽转型升级的门路。
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消费扶
贫，促进特色农产品销售。要
统筹民营企业的扶贫资源，创
新帮扶机制，适当向深度贫困
村和未脱贫人口倾斜，进一步
提高扶贫成效。

冉万祥还实地走访了部分
宗教活动场所，强调要慎终如
始地抓好疫情防控，做到疫情
不结束不开放宗教活动场所、
不开展集体宗教活动。

冉万祥到邢台调研时强调

助力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扎实做好“千企帮千村”工作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孙涛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省扶贫
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脱
贫防贫“6项重点任务清单”工作推进方
案》。方案明确这项工作推进的总体目
标：围绕3.4万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 6.7
万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监测对象（以下
简称防贫对象）防贫两大任务，建好“6
项重点任务清单”，开发“河北省脱贫
攻坚综合信息系统”，进一步摸清脱贫
底 数 ，实 现 对 防 贫 对 象 进 行 动 态 监
测。与脱贫攻坚“回头看”统筹推进，
建立脱贫和防贫任务推进清单，实行
台账管理，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
贫，不出现返贫人口和致贫人口，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

权责明确，重点任务清单由
省直有关部门牵头建立、市县抓
具体落实

方案提出，脱贫防贫“6项重点任务
清单”工作由省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省
直有关部门牵头建立清单，市县抓具体

落实。11 个省直部门开发本部门信息
系统，按照任务分工分别建立脱贫和防
贫任务推进台账，各市县如实提供数
据，认真梳理具体任务，对照省直部门
要求，建立和落实本级脱贫和防贫重点
任务台账。

贫困人口识别认定和精准脱贫清
单，由省扶贫办牵头建立。开发“河北
省脱贫攻坚综合信息系统”，进一步摸
清全省剩余贫困人口、防贫对象的分
布，按健康状况、劳动能力、收入情况、
致贫返贫风险等因素进行统计区分。
向省直有关部门提供剩余贫困人口和
防贫对象基础数据。制定《关于剩余贫
困人口如期高质量脱贫的推进方案》

《关于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致贫返贫的推
进方案》，指导协调有关省直部门形成
攻坚合力。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任务清
单，包括 5 份子清单，由省教育厅、省医
保局、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卫健委按
工作职能分别牵头建立。

贫困人口产业就业任务清单，包括
2份子清单，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
按工作职能分别牵头建立。

低保对象保障任务清单，由省民政
厅牵头建立，对全省低保对象建档立
卡，重点加强对剩余贫困人口和防贫对
象的动态监测，实施清单制度和台账管
理，做到“应保尽保”。

“千企帮千村”结对帮扶清单，由省
工商联牵头建立，对所有贫困村的村企
结对帮扶情况实施清单制度和台账管
理。逐县逐乡逐村列出企业结对帮扶
清单，落实帮扶措施，建立长效机制，促
进脱贫，防止致贫返贫。

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绩效清
单，由省财政厅牵头建立，负责重点对
各级财政扶贫资金和整合使用其他财
政涉农资金投入情况实施清单制度和
台账管理。以县为单位，列出财政扶贫
资金使用清单，搞清资金去向和使用情
况；对投入产业项目的各级财政扶贫资
金列出绩效清单，厘清投资情况、项目
现状、预期效益、实际收益、带动脱贫和
防止致贫返贫情况。

挂牌督战，确保6月底前脱贫
和防贫攻坚重点任务全部完成

方案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县

按照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严格
对照任务推进台账，压实责任，统筹推
进，确保 6 月底前脱贫和防贫攻坚重点
任务全部完成，同时，防贫监测和帮扶
措施能够长期坚持。

我省把脱贫防贫“6 项重点任务清
单”工作纳入挂牌督战。方案提出，严
格落实省扶贫开发和脱贫工作领导小
组《河北省2020年脱贫攻坚挂牌督战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对脱贫和防贫“6 项
重点任务清单”实行挂牌督战。组织省
脱贫攻坚六个督查巡查组和扶贫督查
专员分别对各市县和省直牵头部门落
实“6项重点任务清单”工作进行常态化
督战，每月进行通报。

强化技术支撑。根据方案，省扶
贫办开放“河北省脱贫攻坚综合信息
系统”相关功能模块，委托省科学院
对信息系统制定建设标准，向省直有
关部门提供技术指导。各省直有关
部门也要委托相关技术单位开发维
护本部门的信息系统，并与省扶贫办
和省科学院做好沟通联系，对有关数
据随时进行更新，实现动态管理、精
准施策。

围绕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和存在致贫返贫风险监测对象防贫两大任务

河北推进脱贫防贫6项重点任务清单落实

□河北日报记者 薛惠娟

“我是赵京，来自保定市第二医院
心内一科。”“郭文昊，来自衡水市第四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我叫靳冲，是
河北省中医院呼吸科护士。”“李茜，
冀中能源集团峰峰总医院呼吸科护
士……”来自我省9家医疗机构的15名
护士，组成了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这
是一支年轻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2
岁，最小的仅 24 岁。一个多月来，他们
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奋战在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与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

作为接收新冠肺炎病人最早、一度
是收治病人最多的医院之一，金银潭医
院对医务人员来说是“一线中的一线”。
1月27日，作为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第
二批队员，15 名护理人员从石家庄出
发，赶赴金银潭医院。

“当时，金银潭医院确诊病人数量
多、病情重，当地医护人员异常疲惫。”
保定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护师
于红莲介绍，他们到达医院后，立即投
入到战斗当中。

年轻就意味着冲劲和干劲。在工作
中，于红莲和队友们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零差错，凭着娴熟的护理操作和认真
的工作态度，为患者提供优质、安全的护
理服务，赢得了患者的信任和称赞。

李茜是峰峰集团总医院的一名95
后护士，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第一天
穿防护服上班，只能张口呼吸，喘不上
气来。”虽然身体不适，但年轻的李茜没
有丝毫懈怠，“除了完成护理工作，我们
还要照顾好患者的生活，对生活不能自
理的患者，连喂饭、大小便都要管。”

“一进病房五六个小时，就像上了
发条一样，回到住处一点力气都没了。”
面对困难，24岁的李茜从没抱怨过，“第

二天又满血复活，继续上班。”
心理疏导，对于患者树立信心、战

胜病魔同样至关重要。作为队里两个男
护士之一，1989年出生的郭文昊被分到
综三病区。为了更好地和患者交流，他
跟着武汉的同事学说武汉话。看到有的
患者心理压力大，他就在输液、换液时
和他们多说话，在工作间隙和他们聊
天，帮他们缓解焦虑，重树希望。

一名患者因全家都感染住院，情绪

很低落。郭文昊了解情况后，就找机会
和他聊天，倾听他讲自己的创业经历，
讲着讲着其他患者也被带动起来，你一
言我一语，整个病房里活跃起来。后来，
这位患者积极配合治疗，很快治愈出
院，在发给郭文昊的微信中写道：“谢谢
你给我们带来了温暖和无微不至的关
怀，给你们点赞，你们才是这个时代的
英雄！”

冀鄂一家亲。一个多月来，河北重
症护理支援队的15名队员把患者当成
自己的亲人，为他们带去温暖和爱。

保定市第二医院的护士赵京，丈夫
远在新疆当兵。夫妻二人本计划春节假
期到海南与老人孩子团聚。面对疫情，
作为一名党员，她退掉机票，随队奔赴
武汉。

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赵京，带给
患者、同事的都是鼓励和安慰。“患者中
老年人多，难免会发脾气。”她就像哄小
孩一样，让他们高兴，天气好了，推着轮
椅带他们到楼道里晒晒太阳。“心情好
了，病也好得快。看着他们陆续治愈出
院，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到3月11日，15名白衣战士已经在
武汉奋战 44 天，得到了金银潭医院的
充分肯定和患者的一致好评。日前，他
们郑重递交请战书：“疫情不退，我们不
撤，要战斗到胜利为止。”

□河北日报记者 李艳红

王晓芳身高 1.66 米，平时体重只
有 90 多斤，在武汉抗疫一线工作的一
个多月又瘦了不少。在旁人眼里，她
瘦瘦弱弱，不善言辞。但干起工作来，
却是另一个样。她业务精，责任心强，
勤快干练，还肯吃苦，总能把工作安排
得井井有条。

一个月前，医院接到增援武汉的
通知，确定人选过程中征求王晓芳的
意见。她先是给爱人打了个电话，电
话那头，爱人问她：“你是跟我商量呢，
还是通知我呢？”

电话这一头，晓芳“嘿嘿”笑了。
她说，家人都了解她的性格，也知道遇
到这样的任务她肯定是二话不说。

2月 9日中午，晓芳和张家口市 30
多名支援湖北医疗队成员正式集结，
次日凌晨 3 时随我省第五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来到武汉。

王晓芳和队友们工作的地点是武
汉市江岸方舱医院，她和 20 名队友被
编入 A 区 2组，负责近 500个床位的护
理工作，晓芳任2组的护士长。

对于常年在重症室工作的王晓芳

来说，方舱医院的护理工作难度不大，
但工作内容却十分庞杂。由于患者没
有家属陪护，护理人员的工作变成了
全方位服务。

这位患者缺生活用品，那位患者
需要购买药品，每天每个患者的不同
需求由主管护士采集最后统一报给王
晓芳。许多时候，她一手攥着对讲机，
一手拿着手机，将护士们报过来的信
息详细登统汇总后，再通过微信群上
报到医院物资处。

物资到位后，王晓芳核对无误后，
再逐个通知主管护士领取发放。而这
些，仅是护理组工作的一小部分。

王晓芳说，只要在岗上，她的手
机和对讲机几乎是不停在响，“方舱
医院刚接收病人时，许多流程都有待
完善，一个班上，大家一刻也闲不下
来。”安排工作之余，细心的王晓芳将
每天遇到的问题，都列到小本子上，
然后一一上报，同时还要给出护理组
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建议不少都被
采纳。

“在护理组，晓芳总是到得最早，
走得最晚，在她的带领下，整个组分工
合理，协作有序，工作效率非常高。”同

事马丽芳告诉记者。
3 月 4 日，王晓芳和其他几名队友

又被抽调至武汉第七医院，接替先前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的工作。晓芳进
入重症监护室，直接负责危重患者的
护理工作，承担的任务更重了。

33 岁的王晓芳有着 10 年重症医
学科护理的从业经历，还拥有省重
症专科护士的专业资格，在张家口
市第一医院重症科，她是响当当的
业务骨干。

除了技术过硬之外，更重要的是
对患者有爱心和耐心。一次，晓芳护
理的71岁重症老大爷因辅助服用中成
药麻黄颗粒，不能自主排便，老人做了
气道切开，不能张口说话。晓芳发现
后，耐心帮老人清洗身体，换上干净的
床单。怕老人有心理压力，晓芳还一
个劲地安慰他。晓芳说，虽然老人不
能张口说话，但她看见老人眼角噙着
泪花，眼神里满是感激。

从方舱到第七医院，一个月，王晓
芳转战两个战场，哪一个任务都不轻
松。但被问到是否很累，她轻描淡写
地说：“还可以，大家都这样。”

如众多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

员一样，厚厚防护服裹身，任何普通的
护理操作都要克服重重困难，付出加
倍的努力。还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但这一切，王
晓芳始终都是从容应对。同事们感
叹：“她真是太坚强了。”

3月8日一早，王晓芳下夜班后，得
知江岸方舱医院当天要休舱的消息，
顾不上休息，直接赶了过去。

晓芳和先前的同事们一起留了
影。她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圆满
完成了任务，心里很开心。”

而接下来，她还将继续奋战。

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15名白衣战士奋战在金银潭医院

“疫情不退，我们不撤”

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张家口市第一医院
重症医学科护士王晓芳

瘦弱双肩扛起厚重担当

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的15名护理人员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门前。 受访者提供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3 月 13 日，河北省海外同胞慈
善基金会举行捐赠暨奖励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
人仪式。为响应省政协助力
疫情防控的号召，省政协港澳
委员和海外侨胞代表共向省
政协办公厅主管的河北省海
外同胞慈善基金会捐款近 282
万元人民币，其中近 143 万元
用于采购急需医护物资，38.9
万余元捐赠省红十字会，100
万元用于奖励作出突出贡献
的医护工作者。

截至目前，河北省海外同

胞慈善基金会从境外采购和接
收捐赠口罩 35.9 万只、防护手
套 20.5 万只、毛巾 7 万条、防护
服1.05万件、防护靴套5900双、
护 目 镜 3630 副 、防 护 帽 2000
顶、呼吸机 4台、红外体温计 16
只，总价值约 465.5 万元，已分
别捐赠给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
和通过省红十字会用于我省疫
情防控。捐赠奖励仪式上，对
我省受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表
彰的 9 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先进个人进行了奖励，以表
彰和感谢他们为阻击疫情作出
的突出贡献。

河北省海外同胞慈善基金会奖励
我省9名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江岸方舱医院休舱时，王晓芳在
医护人员入口的指示牌前留影纪念。

（图片由本人提供）

河北日报讯（记者米彦
泽 通讯员喻玲）3 月 13 日，10
辆载重 30 吨的大货车，经过近
30小时的长途跋涉到达湖北省
神农架林区。这是经河北省对
口支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前
方指挥部向河北省工信厅申
请，紧急调拨用于当地复工复
产的300吨84消毒液。

春暖花开之际，神农架疫
情防控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
复工复产工作也在陆续推进，
很多企事业单位、乡镇、社区
等对消杀物资的需求大幅增
加。接到需求反馈，省工信厅
迅速行动，克服物资紧张，物
流运输难等重重困难，集中力
量、加班加点，科学调度、加快
节奏，千方百计筹集到总价值
140 万元 300 吨 84 消毒液，安
排 10 辆大卡车星夜兼程驰援
神农架。

车辆抵达后，河北省对口
支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前方

指挥部指挥长徐春芳与神农架
林区政府副区长张兴忠进行了
交接。

“神农架缺什么，河北就给
什么。真心感谢河北省对口支
援神农架林区防治工作前方指
挥部对神农架的爱心。”张兴忠
说，随着林区逐步展开复工复
产工作，很多区域在复工复产
前需要进行集中消杀，这批物
资将解决神农架在集中消杀工
作中物资稀缺的问题。

河北省对口支援神农架
林区防治工作前方指挥部物
资保障组组长、省工信厅二级
调研员张晓辉表示，省工信厅
还筹集了 7.5 吨医用酒精，也
已经安排专车运送，近日即可
抵 达 。 据 了 解 ，疫 情 发 生 以
来，河北省政府已经调拨、购
买近千万元的物资、医疗设备
支援林区，河北社会各界也已
向林区捐赠价值 1200 余万元
物资和款项。

河 北 向 神 农 架 林 区
紧急调拨300吨84消毒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