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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

“作为一名疾控人，在新发传染
病面前，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削峰减峰，尽早结束
传染病的流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
责。”4 月 8 日，电话那头，正在隔离休
养中的郭娜娜语气坚定，“驰援武汉，
今生无悔！只要武汉疫情控制住了，
所有的付出都值！”

今年39岁的郭娜娜是邯郸市疾控
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科副主任医师，
在邯郸市支援湖北医疗队 93 名队员
中，她是唯一的一名流调专家，也是最
后一批从武汉返回河北的。

2 月 17 日，郭娜娜作为河北支援
湖北第二批防疫工作队成员到达武
汉，当时她已经 20 多天未与在姥姥
家的女儿团聚。临行前，她拨通电
话，告诉 12 岁的女儿要去武汉，女儿
哭着不让她去……然而，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作为一名疾控人员，郭娜娜

觉得，这就是她的使命，是一项必须
要完成的任务！

到武汉后，郭娜娜等队员的任务
是配合武汉市江岸区疾控中心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具体说就是流行病学调
查，调查病例感染源，下街道摸排发热
病人及其密接人员，去养老院等重点
场所调查，然后撰写疫情分析日报，指
导消杀工作等。”

刚到武汉开展工作，是当地疫情
防控任务最艰巨的时候，对郭娜娜而
言，也是压力最大的时候。做流行病
学调查，因为听不懂当地方言，又对
当地的街道、小区不熟悉，往往需要
费好大劲儿才能完成一个病例的调
查。一天下来，郭娜娜的嗓子像着火
一般，一句话都不想多说。“下街道摸
排发热病人和密接时，为了准确划定
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要不断地和患者
沟通，和家属确认，和街道工作人员
核对，工作繁琐，很是考验耐心。对
养老院等重点场所调查时，午饭基本

没正点儿吃过。”郭娜娜至今对初到
武汉那些日子记忆犹新。

随着武汉病例逐渐减少，郭娜娜
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指导空置的方
舱医院、隔离酒店做好消毒，以及病家
终末消毒这些工作就做得多了。到了
后期，根据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我们
又帮助江岸区制定了关于各行业复工
复产后新冠肺炎的防控指南，并且针
对各行业复工复产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了技术指导和培训。”

3月20日、22日，看到邯郸的92名
医疗队队员分两批返程，而自己还没有
归期，郭娜娜感到有些孤单。“但是想到
河北省的疾控队伍还在，与我一起同行
的十多名流调专家都在，想到武汉人民
的亲切和热情，心也就稳下来了。”

到了3月31日，作为最后一批河北
医疗队队员从湖北返回时，郭娜娜又感
到十分不舍。“隔离这段时间，会与武汉
那边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聊聊天，得知他
们都很好，特别高兴。”郭娜娜说。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解除隔离
后去接女儿，好好地抱抱她。每次听
到她在电话中嘱咐我好好照顾自己，
就感到很欣慰，孩子长大了！”郭娜娜
畅想着与女儿重逢的那一天。

我省新增两家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培训基地

河北支援湖北第二批防疫工作队成员、邯郸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科副主任医师郭娜娜

“驰援武汉，今生无悔！”

郭娜娜。河北日报通讯员 李湛祺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林凤斌 通讯员
王宏杰）日前，白洋淀上游的孝义河博
野段17.8公里的水环境治理工程现场，
105台钩机、90台铲车同时作业，清理河
道内淤泥和垃圾，场面蔚为壮观。

雄安新区的设立，对白洋淀上游流
域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定市按
照“不让一滴污水流入白洋淀”的标准
要求，将白洋淀上游流域环境综合整治
和生态修复作为与雄安新区统筹、协
调、错位、融合、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内
容，高起点站位，大力推进流域内环境
综合整治。去年以来，该市高标准谋划
实施了总投资 118 亿的 125 个项目。截
至目前，67个项目已完工，37个项目在
开工建设，其余项目正加快推进，确保
年内全部完工。

设施建设和污染防控标本兼治。提
升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新建、扩容区域
内污水处理厂15个，提标改造22个，全
部实现达标排放，部分出水水质提高2
个类别，环境效益初步显现。城镇雨污
分流项目全面铺开，总投资 1.7 亿元的
主城区雨污分流项目在去年汛期前建
成投运，新建污水管道30公里，雨水管
道 22 公里，改造排污口 378 处，覆盖主
城区面积98%以上，有效缓解了城镇排
污压力。此外，蠡县、高阳、清苑和满城
雨污分流项目的建成投运，也为区域内
水质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截至目前，
全市新建雨污分流管网159公里，投运
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50万吨/日，比2017
年底增加20%。全力推进工业企业污染
防控，累计完成“散乱污”企业整治267

家，完成80家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和2
家重点企业污水处理设施改造提升，封
堵入河排污口216处，入淀河流水质持
续提升。

多措并举抓面源治理。投入4.81亿
元购买市场化清扫清运服务，配备保洁
员5957名，垃圾桶40767个，建成转运站
177个，配备转运车398辆，白洋淀上游
重点流域1308个村全部实现生活垃圾城
乡一体化处理。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完成主城区17个城中村、博野县6个
村、安国市18个村、曲阳县24个村和竞
秀区4个傍水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启动
了5个乡镇、203个沿河村庄污水设施建

设项目。全市1735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粪污处理设施配建率达95.33%，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87.96%。

修复河流生态，加快恢复流域自然
环境。围绕骨干河流，提升水系绿化。
目前，水系绿化完成6.35万亩，蠡县孝义
河万亩森林扩建、徐水漕河生态景观绿
化成效明显。全面增林扩绿，完成廊道
绿化提升4.09万亩。实施太行山绿化，
建立生态屏障。目前，已完成造林52.5
万亩。其中，人工造林29.5万亩，封山育
林12.5万亩，森林抚育10.5万亩。积极
开展生态小流域建设，现已完成《保定市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专项实施方案》编

制工作，计划在7个山区县治理水土流失
530平方公里，萍河、瀑河、漕河、孝义河
和仙人桥湿地建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今年，保定市将以城镇污水和垃圾
治理为重点，加快深化工业污染防治、
农业农村污染整治、纳污坑塘及黑臭水
体整治，大力抓好河道综合整治和河流
生态修复，力争恢复重点河段入淀河流
生态流量；继续推进入淀河流生态廊道
和交通干线绿色廊道建设，加快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初步建立太行山区及白
洋淀上游生态屏障，确保年底白洋淀上
游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取得明显
进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原付川 通讯员
王迪)近日，白洋淀流域地下水质量状
况调查项目正式启动。项目将白洋淀
流域作为先行试点区域先期开展调查，
在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方面先行
先试，为全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

项目调查范围为河北省境内的白洋
淀流域，面积约29800平方公里，涵盖雄
安新区三县、保定市22个县(市、区)、沧
州市3个县、廊坊市5个县(市、区)、石家
庄市2个县（市）、张家口市涿鹿县、衡水

市安平县和定州市。项目将利用遥感解
译和现场调查的方式，开展地下水污染
源核查，在地下水赋存条件等方面进行
地下水污染风险排查，并进行地下水环
境质量状况评价。

项目将对白洋淀流域地下水污染
状况进行全面摸底，以扭住“双源”(集
中式地下水型饮用水源、地下水污染
源)为重点，在对白洋淀流域区域地下
水污染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重点行业
企业集中分布区、县级以上地下水水源
地补给区、农村万人千吨地下水水源地

补给区等进行调查。
省地矿局水勘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河北省地下水质量调查先行
示范项目，将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原
则，查明白洋淀流域地下水水质和污
染状况,基本掌握污染源分布与地下水
质量变化的关系，摸清地下水水质及
地下水污染状况，为保障白洋淀流域
地下水生态环境安全及雄安新区饮用
水安全提供基础资料，为白洋淀流域
下一步进行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

先行先试 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白洋淀流域地下水质量调查启动

日前，白洋淀引
黄大树刘泵站，工作
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周
边情况。据介绍，
2019年 10月底，白
洋淀引黄泵站主体完
工，成为雄安新区当
年谋划实施67个重
点建设项目中最先完
工的项目。目前，泵
站观光平台、道路绿
化等配套项目建设正
在加快推进。

河北日报记者
赵 杰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华）近
日，北京冬奥组委下发通知，建
设第二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培训基地。第二批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培训基地包括北
京邮电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
14 家单位，其中我省有河北体
育学院、崇礼高原（国家综合）
训练基地（长城岭滑雪场）两家
单位入选。至此，我省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培训基地达
3家。

2018 年 11 月，北京冬奥组
委为首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培训基地授牌，共11家单位，
其中我省张家口学院入选。建
设第二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培训基地，旨在深化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人才培养、教
育培训及知识管理工作，充分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搭建专业
化、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平台，为

筹办工作聚合人才资源与智力
要素，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积累和沉淀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人才遗产、人文知识遗产。

据悉，河北体育学院成立
冰雪运动系以来，不断完善基
础教学场地设施器材，加强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为开展
实践教学提供了良好保障。下
一步该校将结合冬奥会各岗位
人才需求标准，加强冰雪场馆
教练、巡逻、救护、造雪、压雪、
缆车操作等应用型人才培养。
崇礼高原（国家综合）训练基地
（长城岭滑雪场）拥有高中低雪
道8条，拥有宾馆、餐厅、田径场
和综合训练馆等基础设施。下
一步将继续完善硬件设施，提
升服务保障能力，以更好满足
北京冬奥会各种培训以及国家
冰雪运动队、河北省冰雪运动
队训练备战等需要。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为提高北京冬奥会医护人员的
英语交流水平和涉外服务能
力，由张家口市卫生健康委牵
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大
学医学人文学院与河北北方学
院组织编写的《2022 冬奥会雪
上运动医护人员英语教程》近
日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共分 10 个单元，每单
元由医患对话和一篇阅读文
章组成。医患对话根据医护

人员在冬奥会实际救护、治疗
和护理中经常用到的对话场
景，按照就医顺序进行编写，
分为接诊患者、询问病史、查
体、解释结果、确定治疗方案、
与患者沟通、急救人员用语及
护理用语等8个模块。10篇阅
读文章主题分为冬奥会运动
项目、冬奥会场馆、冬奥会运
动损伤，以及北京冬奥会雪上
运动项目主要举办地简介、京
张高铁简介等。

《2022冬奥会雪上运动医护
人员英语教程》出版发行

文/河北日报记者 张淑会 图/褚林

河北日报讯（记者邢云
通讯员梁岩）从邢台市财政局
获悉，一季度，邢台市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完成50.56亿元，同比
增长10.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累计完成141.8亿元，同比增长
23.1%。全市首季财政收支增
幅均居全省首位。

疫情发生以来，邢台市以
复工复产复市复业为重要抓
手，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常态化
发展。各级各部门狠抓项目建
设、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
资力度，全市经济发展保持良
好运行态势，为财政收入增长
打下坚实基础。其中，重点项
目建设方面，全市53个项目列
入第一批省重点项目计划，省
重点项目个数居全省第二，总
投资1074亿元。安排市级重点
项 目 300 项 ，总 投 资 2601 亿
元。全市先后举办 25 场网络

“云签约”，共签约重点招商项
目 118 个，总投资 461.26 亿元；
117个项目陆续集中开工，总投

资336亿元。此外，为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行，全
市各级各部门认真落实积极财
政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全
年新增减税11亿元。

同时，全市各级财政部门
积极争取资金政策，强化资金
要素保障，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均超时间进度
且保持平稳增长，为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开展地方税种
专项清理，积极盘活低效运转
及闲置资产，全面清理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等账户，
全力以赴挖潜增收。全力筹
措疫情防控资金，认真落实救
治补助政策，建立资金拨付

“绿色通道”，落实简化采购程
序，确保患者和疫情防控人员

“应享尽享”。一季度，全市累
计安排各类疫情防控经费2.54
亿元，有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
有序有效开展。

狠抓重点项目建设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邢台市首季财政收支
增幅均居全省首位

保定修复白洋淀上游流域生态
去年以来实施125个项目，确保年内全部完工

（上接第一版）积极吸纳贫困群众就业，
促进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位于怀来县与北京市交界的官厅水
库青山环绕、碧波荡漾。王东峰、许勤来
到这里，认真考察水库环境治理和湿地
净化工程建设工作。王东峰强调，要深
化水系流域治理，绿化美化水库周边环
境，不断提升官厅水库水质。要积极调

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葡萄种植、文化旅
游、数字经济等产业，使生态与产业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在怀来县利世G9国际
葡萄酒文化产业园区和正在建设的世界

葡萄酒之窗展示中心，王东峰、许勤认真
了解怀来县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王东
峰指出，要充分发挥怀来县独特的区位
优势和产业优势，做大做强做精葡萄酒

产业，完善葡萄种植、葡萄酒加工销售、
葡萄酒文化交流等产业链条，依托葡萄
酒庄园发展旅游休闲度假产业，在全球
提升中国葡萄酒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以葡萄酒产业带动怀来县转型升级、
扩大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高志立、时清霜，省政府秘
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切实筑牢首都生态安全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