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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沧州城镇
新增就业2.4万人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硕果

千余北京服装商户
入驻石家庄乐城

让健康码“健康长寿”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曹阳葵

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巨鹿县医院重症监护室护士梁迎勃

“逆行征战，此生无悔！”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3 月 24 日，记者给梁迎勃打电话
时，他正在休整的酒店里，总结梳理抗
疫心得。

“在武汉的近两个月，是我一辈子
最难忘的经历。逆行征战，此生无
悔！”在梁迎勃心里，这是一笔无法估
量的财富。

34 岁的梁迎勃，是巨鹿县医院重
症监护室护士。他的爱人是县医院医
生。“救死扶伤，使命所然”。在接到支
援湖北的通知后，他第一时间报名，家
人全力支持。

“我从事重症护理工作10年了，对
业务水平有自信。”大年初二，他简单
收拾行囊，随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
疗队南行，抵达抗疫最前线——武汉。

这是梁迎勃第一次到武汉。凌晨
的车站有些阴冷，站台上除了医疗队
员，看不到一名旅客。街头安安静静，
空无一人。他的心里生出些许悲壮。

经过休整、培训，梁迎勃穿上厚厚
的防护服，戴上厚厚的护目镜，进入病
区开始工作。

为了减少上卫生间的次数，他在
进入病区前3个小时就不再喝水。轮

班时，防护服里面的衣服完全湿透，汗
水顺着裤腿流进鞋子，走起路来“咔滋
咔滋”地响个不停。

梁迎勃护理的都是危重症患者，
各种监测设备、治疗设备非常多，他需
要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并做详细
记录。

期间，他接收了一位危重症患者，
“是一位阿姨，她一被推进病房，我就
注意到她的嘴唇、脸色甚至指甲，都因
缺氧变成紫绀色，人已昏迷。”

梁迎勃给她戴上氧气面罩，接上
仪器，屏幕上显示血氧饱和度只有
40%，血压 70/40mmHg。遵照医嘱，他
先给这位患者注射药物，其他护士推
来呼吸机、准备好气管插管设备。患者
缺氧已持续数日，若不马上抢救，随时
都有严重低氧血症导致死亡的可能。

因为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
插管时患者气道打开，患者呼吸特别
急促，一旦咳嗽，飞沫传出，医务人员
感染风险极大。梁迎勃准备好复苏气
囊，协助医生插管，同时盯着监护仪，
还要不断地给患者测血压。

“整个抢救过程极其紧张。”梁迎勃
回忆，等到插上管、上了呼吸机，他发现
患者血氧饱和度一点点上升，血压慢慢

恢复，大家悬着的心才暂时放下。
接着，梁迎勃为患者置动脉导管，

抽血分析、化验，因为戴了三层手套，
没有手感，再加上患者血压低，动脉搏
动不明显，他只能凭经验慢慢进针。
因为防护罩有雾气，他使劲睁眼看着
针头，看到血慢慢地涌上来，他知道，
成功了!

随后治疗中，梁迎勃给她喂饭，喂
药，擦屎端尿，口腔护理，行俯卧位通
气，拍背促进排痰等，这些平时看似
简单的护理，但在抗疫前线，可谓步
步惊心。

经过治疗，这位患者病情逐渐好
转，并能与人交流，“她说‘我从鬼门关
走了一遭’。”再后来，她转至普通病
房，临走前，她握着梁迎勃的手：“梁护
士，谢谢您的照顾！谢谢河北人！你
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

梁迎勃说，重症监护室工作强度
高、风险高，但从没听到一声抱怨，在
工作满月即将轮休时，他主动递上继
续请战书，摁下红手印，“人命关天，能
抢一秒是一秒！”

在武汉，梁迎勃迎来了 34 周岁生
日，这是他离家最远，却是最特别的一
个生日。他的同事、家人以及朋友们

用不同方式为他送去了生日祝福。
6 岁的儿子给他画了一幅画，画

上有蛋糕，有祝福语，“觉得儿子瞬间
就长大了，他说爸爸是‘英雄’，这个
礼物，我将永远珍藏。”梁迎勃开心地
笑着。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从沧州市人社局获悉，一季度，
沧州市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4
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 0.57 万
人，困难人员就业0.21万人，分
别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32.36% 、
26.29%、23.27%。

沧州市把稳就业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多措并举、供需发
力，着力推进更充分和更高质
量就业。特别是面对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沧州市出台了

《关于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企业
用工问题的若干措施》，建立

“24 小时重点企业用工调度保
障机制”和一般企业用工监测
制度；开通农民工返岗复工

“点对点”用工对接平台，与公
安、交通运输部门沟通，协调
275 辆车组建应急保障车队，
对规模较大、返岗集中人员提
供专车护送服务；举办线上招
聘会95场，共发布2700家用工
单位招聘岗位 4.3 万个，网上
点击量达21.2万次。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市
111 家重点企业用工缺口保持
动态清零；通过对全市19062家
一般企业用工情况监测，已帮
助企业解决用工 2296 人，成功
率达95.7%。

此外，沧州市围绕发挥保
障功能，稳定企业、职工队伍，
积极运用网络技术开展不见
面服务，为失业职工及企业办
理各项事宜。目前全市已为
3992 名失业职工发放失业金
410.92 万元，缴纳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105.64万元，为1.1万
名取得职业技能证书的职工，
发放技能提升补贴 1690.69 万
元，为 2074 家企业审核拨付稳
岗返还资金4949.26万元，稳定
职工15.58万人。同时，积极开
展线上创业担保贷款发放业
务。截至 3 月底，全市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3393.5 万元，扶持
创业96人，带动就业285人，其
中线上贷款 20 笔，贷款额 300
万元。

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全国许多地方推出了健康
码。这个数字通行证，多场
景应用，动态认证，方便快
捷。河北更是统筹规范全省

“健康通行码”建设，解决了
跨区域“漫游”问题。4 月 19
日传来消息，京津冀健康码
实现互认，这将更加有力地
推动区域联防联控和复工
复产。

健康码因疫情而生，但
疫情终将过去。后战疫时
代，健康码何去何从？是退
出历史舞台、成为难忘记忆，
还 是 完 善 升 级、持 续 发 挥
作用？

当今时代，数字化浪潮
奔腾激荡。疫情防控，让亿
万群众有了自己的健康码，
人们在特殊时期见证了数字
的神奇。

在邯郸，健康码已经和
“健康邯郸”APP 绑定，可以
在线预约挂号、智能导诊、就
诊取药、费用结算。

在杭州，“健康码”将与
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互
联互通，一码通行的“健康
杭 州”公 共 服 务 平 台 呼 之
欲出。

在广州，“穗康码”成为
市民的实名电子身份证明，
将在地铁、公交等领域广泛
使用。

挖掘数据价值，拓展应
用场景，是充分发挥健康码
作用的打开方式，也是危中
求 机、化 危 为 机 的 必 然 选
择。如果疫情一过就弃之不
用，势必造成人力、财力的巨
大浪费，也让数字化、智能化
进程受到影响。

“健康长寿”的健康码，
能够更好地守护公众和社
会的“健康”。在战疫过程
中 ，许 多 领 域 都 有 先 进 技
术、创新方法被应急使用，
收到很好成效，愿它们和我
们在这个春天里一起萌生
的数字化思维，也能够“漫
游”而且长久。

梁迎勃在武汉抗疫一线。 本人供图

4月14日，曲阳县王坡
子村森旺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果农在管护果树。曲
阳县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
载体，大力发展林果业，目
前林果种植面积达 28.01
万亩，跻身全国水果百强县
行列。农民专业合作社还
不断挖掘林下经济发展潜
力，带动果农增产增收。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曲阳

丰富林果产业
助农增产增收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
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添硕果——
4 月 18 日，石家庄乐城国际贸
易城1号馆开业，来自北京的千
余服装商户在石家庄开启了二
次创业。

乐城国际贸易城 1 号馆建
筑面积12万平方米，定位服装
早市，主要经营时尚女装、裤
装、中老年服饰等。馆内聚集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家商
户，其中有一半是从北京疏解
而来。开业首日，该馆营业额
超过4000万元。“开门一个半小
时就有300多单，生意不错。”在
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经营女装
生意15年的商户赵震，对转战
石家庄充满信心。

作为石家庄市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乐
城国际贸易城推出了多重贴心
服务，在疫情防控、供应链协调
等方面全力帮扶商户复工复
业。比如为商户免费装修店
铺，为入驻商户免两年租金和
物业费，降低商户的经营成
本。“入驻一个新的市场，商户

最担心的是客源和订单，我们
集合了京津冀和周边城市的采
购商资源，每天有近50辆免费
大巴车运送采购商来乐城采
购。”乐城集团拓展中心经理武
磊说，他们在石家庄火车站、汽
车站、新华集贸市场设立免费
班车站点，方便采购商来乐城
与商户对接，进一步拓宽客源
市场覆盖区域。

自4月9日复工复市以来，
乐城国际贸易城已与全国97家
物流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为入
驻商户免费提供便捷、快速的
物流和快递服务。截至目前，
累计补贴物流和快递费用1500
万元。

为了降低疫情对商户的
影响，作为华北网红直播供应
链基地，乐城国际贸易城还主
动为商户提供直播卖货的配
套服务，充分拓展线上市场。
目前，商城累计入驻主播 300
余位，其中百万粉丝以上主播
20 余位，商城日均快递出单量
30万单，日均销售额3000万元
以上。

（上接第一版）协同农业农村部门加
强乡村卫生管理。卫健部门抓好公
共场所卫生监管。公安、交通、铁路、
市场监管等部门搞好车站、交通沿
线、市场等重点部位环境卫生。同

时，对争创本周期的国家卫生城市、
卫生县城进行重点指导，指导保定、
邢台、沧州启动省级卫生城市创建，
争取早日实现设区市省级卫生城市
全覆盖。

（上接第一版）强化政策落地、强化服
务帮扶。相信只要把“推拿理疗”的
服务工作做到位，帮助企业解决各种

“栓塞”，复工复产的“经脉”就一定能
越来越畅通。

中小微企业就好比经济的“毛细
血管”，在经济运行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把“毛细血管”疏通好，是个

“细致活”，需要有针对性地精准施
策。在疫情的影响下，有的行业需求
下降，有的行业需求陡增，有的销售
渠道不畅，有的融资比较困难……中
小微企业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要求
我们必须善于开动脑筋，坚持差异化
的思路，学会“用一个钥匙开一把
锁”。比如，省科技厅近日联合河北
银行推出10亿元“疫情防控科技贷”，
主要为从事疫情防控技术研发、物资

生产的省内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提供
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平稳复工复产。
再比如，邢台市金融机构制定“一企
一策”纾困方案，通过无还本续贷、展
期、调整还款期限等方式，缓解中小
微企业经营压力。诸如此类的实践
也证明，纾解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所
面临的困难，还是要真正摸清企业运
营的难点、堵点在哪里，有的放矢指
导推进，将政策、资金的红利精准地
输送过去。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
危即是机。疫情挡不住春天的来临，
也挡不住我们对未来的期待。真抓
实干为复工复产“舒筋活血”，让更多
机器轰鸣起来，更多企业回归正常经
营轨道，我们就一定能化危为机，跑
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上接第一版）
在桥东区，以“三新四大”（即楼宇经

济、总部经济、文化创意、大商贸、大文化、
大数据、大健康）产业为支撑的城市经济，
力促城市扩容提质、产业转型升级。

各级各部门坚持真重视、真复工、真
帮扶、真助力“四真”工作法，帮助企业开
展云报备、云招聘、云培训等服务，全力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达产满产。

位于桥西区创业服务中心的无界创
业孵化园，由区政府与邢台无界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截至目前，该孵
化园已累计帮助企业孵化项目300余个，
直接带动就业1200余人，前不久被评为
国家级众创空间。“我们将再投资2000万
元与桥西区政府共同建设邢台无界国际
电商产业园，帮助更多有意向的青年通
过电商创业、就业，实现自己的梦想。”无
界创业孵化园负责人杜凡说。

聚焦投资、产业、环保、价格、改革、
人才和社会政策7大类、19个方面，邢台
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形成系

统集成的政策体系。今年以来，已研究
出台《关于切实加强招商选资工作的实
施意见》等6项政策，并围绕人才、土地、
资金、能源四大领域要素保障，明确17个
方面、39项具体任务，吸引更多项目、人
才等中高端要素富集邢台，打造要素涌
流的“集结地”。

同时，组织开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
万名大学生引进等八大专项活动，培育
新动能，打造新引擎，推动现代产业体系
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不遗余力地打造
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等平台，激发大众
创业热情。聚力高铁门户、CBD、城市绿
道、未来社区等十大城市标配建设，用绣
花功夫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力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

此外，突出抓好项目“双进双产”（项
目引进、推进，投产、达产）、区域协同发
展等工作，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标
准地+承诺制”“亩均论英雄”“无证明城
市”等20项重大改革事项，推动“三创四
建”活动各项指标任务落地落实。

邢台围绕“六重”工作打造发展亮点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日前，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农业种质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
到2025年，我省初步建成系统完整、科
学高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
系。到2035年，建成系统完整、科学高
效的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珍
稀、濒危、特有资源得到有效收集和保
护，资源深度鉴定评价和综合开发利用
水平显著提升，资源创新利用保持国内
先进水平。

为确保目标完成，实施意见从五个
方面提出了具体工作措施。

加强收集保护，实现应保尽保。全
面开展普查征集和抢救性收集，加强农
作物、畜禽、水产种质资源和农业野生

植物资源的普查、系统调查与抢救性收
集，加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非主要
农作物登记品种收集整理和入库保
存。加强关键环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提升省级农作物种质资源中心建设，建
成省级种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加强农
作物种质资源保护区、保种场和种质圃
建设。

强化鉴定评价，促进高效利用。建
立健全种质资源鉴定评价体系，搭建以
品质、抗病、抗逆等重要性状为主要目
标的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资源鉴定
评价与基因发掘技术平台。开展农作
物节水、优质、适口、抗逆、省工等重要
经济性状形成机制、群体协同进化规
律、基因组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研究，强

化育种创新基础。
健全体系机制，提升保护能力。

明确省级农作物、果树、种畜禽种质资
源保护单位和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
点，地方畜禽、水产遗传资源保护单
位。建设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遗传
资源等资源保护利用专业化、信息化
管理平台。积极探索创新农业种质资
源组织管理和实施机制，推行政府购
买服务，鼓励企业、社会组织承担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任务。强化科技支撑，
建立集种质资源保护创制、新品种选
育、种子种苗快繁和试验示范于一体
的种子创新体系。

强化开发利用，提升种业竞争力。
实施专项开发，加强优异种质资源创

制和突破性新种质研发。搞好多形式
利用，深入推进种业科研人才与科研
成果权益改革，鼓励农业种质资源保
护单位开展资源创新和技术服务，鼓
励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开展种质资
源收集、鉴定和创制，鼓励支持地方品
种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推动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

完善政策支持，强化基础保障。加
大省级基础研究、现代种业科技专项、
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科技专项对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工作的支持力度。合理
安排新建、改扩建农业种质资源库（场、
区、圃）用地，科学设置畜禽种质资源疫
病防控缓冲区。

我省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到2025年——

初步建成农业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