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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永晨）1月6日晚，邢台市
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情况和下一步防控举
措。截至当日16时，已对南宫市362819名常住人
口进行了全员采样检测，邢台其他各县（市、区）的
全员核酸检测正在紧张进行，计划8日完成。

据介绍，截至1月6日0时，邢台市共报告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6例，均来自南宫市，其中5例为
普通型，1例为轻型，都集中在市级定点医院——
邢台市第二医院进行诊治，目前均病情平稳；无
症状感染者两例，在南宫市人民医院进行医学隔
离观察。疾控部门通过严谨溯源，利用流行病+
病原手段判定：病毒是境外输入病毒，邢台南宫
病毒与石家庄病毒高度同源，南宫市病例与石家
庄市病例有流行病学联系。

疫情发生后，邢台市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全力
做好各项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阻断疫情传播。

迅速启动战时机制，对重点部位果断采取封
控措施。1月3日，确诊病例出现后，邢台市紧急
开会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并对病例所属的南宫市
天一和院、天地名城、凤岗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全
封闭管理和内外环境彻底消杀。1月4日，经报批
后将这3个区域列为中风险地区，并对南宫市全
域实行了重点管控，严防疫情外溢。同时，成立

“1+1+N”市级工作专班、医疗卫生专班和督导帮
扶专班，实行市、县“双捆绑”一体指挥，保证各项
指令第一时间传达、部署、落实到位。

全面开展排查流调和核酸筛查，精准追根溯
源。1月4日，邢台市抽调了854人组成的87支专
业流调队伍，和864人组成的29支专业检测队伍
进驻南宫全面开展工作。先后筛查确诊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密接者 1092
人，次密接者929人，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发出
协查通报921份。截至6日16时，对南宫市362819
名常住人口进行了全员采样检测，其中已出结果
360647人。6日8时起，邢台市集中5.4万人的专业
队伍，实行全员核酸检测，计划3天完成任务。1月
3日，第一时间将首批3例确诊患者的核酸样本，
由省疾控中心送至国家疾控中心开展基因测序，
根据6日上午反馈的结果，病毒传播与欧洲输入病毒高度同源，具
有流行病学联系，从而明确了本次疫情的流行病学途径。

科学实施患者诊治和密接人员集中隔离，全力保障市民生命健
康。按照国家《新冠肺炎防控技术指南》，对确诊患者第一时间转送
定点医院，严格实施“一人一案一策”，坚持中西药并用，这6例确诊
病例中没有出现危重病例；对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核酸检测呈
阳性的密接者、次密接者，一经发现，快速处置，果断集中隔离。

落实常态化防控举措，夯实疫情防控的社会基础。邢台市严
格落实农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公共场所的常态化防控措
施；严管严控各类聚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外出和人员流动，防止发
生聚集性疫情。全力强化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统筹米面、粮油、蔬
菜、肉食等生活必需品保障，确保供应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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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博

寒潮来临，气温骤降，有一群人却
不畏艰险冬夜逆行，托举着我们的平安
和健康。

1月6日，拥有上千万人口的石家庄
市开始全面启动核酸全员检测，这是一
场十万火急的硬仗。疫情就是命令，防
控就是责任，核酸全员检测的相关工作
实际上从5日夜晚就已经开始了。又是
逆行出征，又是紧急集合，又是连夜行
动，又是通宵奋战，无数医务工作者披
星戴月整装奔赴疫情防控一线，让人感
动，让人振奋。滴水成冰的冬夜，这些

最美的逆行身影，彰显出白衣天使的温
暖与大爱，也展现着一座城市不惧挑战
的坚毅和勇气。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去年年
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广
大医务工作者闻令而动、不畏生死，白
衣执甲、逆行出征，同时间赛跑，与病魔
较量，挺立在疫情的风口，为病人撑起
了生命的蓝天，护佑了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疫情犹如一面镜子，直
观地照出了白衣天使的心胸境界和责
任担当。将近一年过去了，那一道道口
罩留下的勒痕，一双双被消毒水浸泡过
的双手，一次次ICU里拼尽全力的抢救，
依然深深印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今
天，看看无数社区、村庄里白衣天使们
不眠不休的奔忙，看看厚厚的防护服里
面那些水雾笼罩的眼睛，看看他们就着
冷风一起下肚的午餐，我们心里那根最

柔软的弦怎能不被再次触动——我们的
医务工作者确实是“新时代最可爱的
人”，他们确实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什
么是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

“疫情不退，我们不退。”“有我们
在，大家放心。”“我是党员我先上。”“用
奋斗书写青春，用抗疫点亮生命。”……
在 1 月 6 日的核酸全员检测中，白衣天
使们铿锵有力的话语给人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们都有一颗在硬仗面前敢
打敢拼的必胜之心，他们的精神血脉中
都有一股昂扬向上的英雄气概。信心
比黄金还要宝贵。战胜疫魔，必胜的信
念和意志至关重要。在寒冷的冬夜逆
行出征的白衣天使们，带给我们的不止
是健康的保障，更是精神的鼓舞。激扬
起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无惧不
惊、沉着应战，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我
们就一定能构建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防

线，战胜眼前的疫情。
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是万人敬仰

的英雄，也是我们身边的平凡人。他们
在冬夜里让人肃然起敬的逆行，其实也
是对全社会的一次郑重提醒，提醒大家
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来之不易，我们应当
时刻不忘感恩、不忘敬畏。除了赞美他
们，感激他们，我们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
尊重、理解与关爱，让全社会尊医重卫的
氛围再浓一些，让他们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眼下，最实际、最要紧的，
就是尊重和配合他们的工作，主动接受
核酸检测，同时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不聚集。这是在保护自己、保护他人，也
是在保护白衣天使们辛勤工作的成果。

“冬天很冷，有你就暖。”你们对生
命的每一次托举，我们都将铭记于心。
致敬，最美的寒冬逆行者！加油，英雄
的河北人民！

致敬，最美逆行者！加油，英雄的人民！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闫立军

1月6日，邢衡高速南宫西出入口。
天空干晴，寒风凛冽。来自南宫

市公安局、交通局的6位工作人员，正
在疏导车辆。刘军是这个检查点的负
责人，他说，一共安排了21个人，7人一
组，昼夜三班倒，“除非得到南宫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同意，否则一律劝返。”

征得指挥部同意，做好了个人防
护，记者终于被准许驶入。宽阔的马
路上已很少看到车辆和行人。整个南
宫市城区已然围合严密，目前只保留
了5个出入口。在东进街西口检查点，
经过测量体温、扫描健康码、填报相关
信息等流程，记者才得以进入南宫市
区。所有检查点的值勤人员均身着防
护服，在这个点位，10个人一组，24小
时一轮替，日夜坚守，一天下来，手脚
都被冻得麻木，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
集……”南宫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静
悄悄的，一些路口的喇叭反复播放着
新冠防疫宣传语，提醒着人们这里正
在经历一场疫情防控遭遇战。

截至目前，南宫市天地名城小区、
天一和院小区、凤岗街道办事处为中
风险地区。沿街的商铺和小型的超市
大都已经关闭。城区居民生活情况如
何？工作人员付出了哪些努力来保障
中风险区域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

信发商厦是南宫市一家大型综合
性商超。本轮疫情遭遇战打响以后，
信发商厦备足货源，从早 8 时到 22 时
营业，敞开供应，价格平稳。记者注意
到，超市内顾客不多，货架上摆满了各
种生活用品，水果、粮、油等非常充足。

“不止是线下保证居民生活所需，
我们还利用网络商城等多个线上平
台，方便居民下单。此外，我们还按照
居民需要，迅速组建了休闲食品、服装
鞋袜等30多个微信群，安排专人值守，
居民可以随时询问，随心挑选并下
单。”南宫信发商厦总经理齐艳领着记
者来到配货区，10 多位工作人员正按
照订单配货，一辆辆满载菜蔬的小货
车、电动车，朝着处于封闭状态的居民
小区驶去。

居民生活无忧，那么，疫情防控药
品供应是否有保障？

华康大药房是南宫市区的知名药
店，拥有连锁门店50余个。记者来到
一家药店，口罩、消毒液、酒精、连花清

瘟胶囊等摆在显要位置，货源无忧。
“药房的门窗、扶手等均是实时消毒。”
董事长王涛说，他们还考虑针对一些
居民无法随时出入小区的现实，以社
区为单位，及时登记所需药品，然后集
中送药。

天一和院，是南宫市首发确诊病
例居住的小区。记者在小区门口看
到，不时有配货车辆将蔬菜瓜果等物
资送到这里，再由值守人员放在空阔
的地方，间隔一米，由居民来领取。而
针对部分居家隔离的居民，则由志愿
者送到家门口。

“因为燃气卡充费需带出小区，我
们这两天协调燃气公司重新制卡，‘内
防扩散，外防输出’，所有物品只进不

出。”已在天一和院值守多日的晋立猛
告诉记者，对于封闭管控，居民们都非
常配合，紧张是有一点，但大家都不担
心，情绪一直很稳定，有的居民看见我
们很辛苦，就隔着窗户喊“加油”，确实
也挺感动的。

在兄弟县（市、区）的支援下，经
过连日奋战，目前，南宫市全员核酸
检测基本完成。“全域封控，全面大流
调，全员核酸检测，全方位消杀。”该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石国强表示，自1月3日凌晨发现1人
核酸检测呈阳性后，南宫市便全面进
入战时状态，“抗疫还在进行中，战斗
还在继续。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遭
遇战！”

“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遭遇战！”
——本报记者实地探访南宫市防疫一线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峻峰、任学
光）1月6日晚，石家庄市召开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
防控有关情况。1月5日0-24时，石家
庄市新增报告19例确诊病例（5例为无
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41例无症
状感染者。1 月 2 日至 1 月 5 日 24 时，
石家庄市已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 33 例，无症状感染者 81 例，均在市
级定点医院集中救治，无危重病例，无
死亡病例。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
作要求，1月6日，石家庄市将藁城区全
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从 1 月 5 日开
始，藁城区近7000名工作人员，与各地
驰援藁城区的1500 多名医护人员、警
务人员一起，按照先近后远、安全有序
的原则，开始分批次进行全区全员核
酸检测。截至1月6日18时，共完成采
样639792份，剩余的将在1月6日晚全
部完成。

按照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部
署，自1月6日0时起，石家庄在全市启
动了多项管控措施。组织省市医疗机
构、第三方机构等各方检测力量19754
人，进行全市域全员核酸检测。目前，
各采样组已全部进入农村、社区开始
采样工作，截至1月6日17时，累计采
样约200万人次、送检593757人，发现
阳性样本7例。

1 月 6 日开始，全市所有学校和
幼儿园有序放假，离校学生纳入属
地网格化管理，在居住地进行核酸
检测；寄宿制、半寄宿制学校寄宿学
生实行封闭管控，在学校进行核酸
检测。加强对全市所有农村、社区
的管控，所有进入小区（村组）人员
一律戴口罩、测体温、出示健康码，
体温异常人员、“非绿码”人员不得
进入。

全市范围内停止举办大型聚集性
群众文化旅游活动。文化场馆、旅游
景区等场所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

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旅游产品，建议婚丧嫁娶从简，避
免扎堆聚集。

为了防止疫情输出扩散、减少人
员流动，石家庄市还全面启动了“三
道防线”管控工作，设置检测站点 94
个，全面加强进出石家庄市车辆管
控工作。对所有外来进市人员，进
行扫码、测温、登记。对地铁、公交
等公共交通资源，实行限流管控，全
面 落 实 测 温 、验 码 、佩 戴 口 罩 等
措施。

对全市所有药店实行购药实名登

记制度，市民购买退烧、止咳、抗病毒、
抗菌素等药品时，需进行实名登记；对
拒绝实名登记的，药店不得销售上述
药品。

按照 30 天满负荷运转的需求，石
家庄市储备了医用耗材、药品、防护装
备、消毒用品等医疗物资，能够根据需
求足额保质供应。同时，动员全市133
家疫情防控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
增加生产线，开足马力生产，口罩从日
产 80 万个上升到 400 多万个，咽拭子
日生产能力全面提升，全力保障日常
防控和检测需要。

截至1月6日17时

石家庄累计完成核酸采样约200万人次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请扫
健康码、测量体温。”1月6日14时，在
石家庄市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总
店，店内工作人员提醒到药店购买口
罩、消杀用品的市民做好信息登记，有
序进店。

记者看到，一位前来购买酒精的
市民咨询相关信息后，选购了具有杀
菌、清洁等功能的75%酒精湿巾，满意
离去。

该店店员张静宜说，当天到店的消

费者比平日少了许多。“从上午开店到
现在，有100多人进店咨询，多数是购
买口罩、消杀用品和防疫药品的。”她介
绍，目前药店里口罩、消杀用品和防疫
药品货源充足，价格保持稳定，没有涨
价，请消费者放心，不需要大量储备。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宋拥军说，国药乐仁堂在石家庄
市有150多家分店，目前各店口罩、消
杀用品和防疫药品等储备充足，并在
陆续进货，能够保证足量供应。

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物流车辆停运情况
下，公司员工用私家车往返仓库和门
店之间，能够保障防疫物品足量供
应。门店一线员工在做好各项消毒、
防护前提下，将热情为市民提供销售
服务。

当日，记者随机走访的石家庄市
多家药店都能保证口罩、消杀用品和
防疫药品等足量供应，价格也与平日
一致。

记者探访石家庄市多家药店——

口罩消杀用品防疫药品货足价稳

图为南宫
市信发商厦。
这是南宫市一
家综合性大型
商超，不仅店
内生活物资供
应无忧，居民
还可以线上下
单，集中配货。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解楚楚）
1月6日起，石家庄市全面启动
核酸全员检测。

记者从河北省智慧政务项
目组了解到，我省居家接受核
酸检测的广大居民可下载登录

“冀时办”APP，不但可以查询
到核酸检测结果，而且可以和
健康码、出行码同时出示，为疫
情防控期间的出行提供方便快
捷的服务。

目前通过“冀时办”APP查
询核酸检测结果的渠道有两种。

第一种渠道是在“冀时办”
APP 首页点击“河北健康码”，
查看本人健康信息，与健康码

同时出现的还有大家的核酸检
测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河北
健康码”展示的核酸检测信息
由河北省内医院或者指定机构
提供，暂时仅支持在河北省内
各医院或指定机构做的核酸检
测。同时，“河北健康码”简化
了频繁扫码、次次授权等重复
环节，点击即可查看，且支持全
国互认。

第二种渠道是在“冀时办”
APP 首页点击“国家防疫健康
平台”，选择“核酸和抗体检测
查询”，刷脸授权登录后，可在
国家平台上查询本人七天内核
酸检测的详细信息。

我省居民核酸检测结果
可登录“冀时办”查询

目前南宫常住人口已完成全员

采样检测，邢台市全员核酸检测

计划明日完成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医护人员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很贴心。”正在石家庄市第五医
院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确诊患
者王女士，在医护人员精心治
疗下，目前精神状态良好，病情
恢复不错，“不仅得到了好的治
疗，还有专人给我送一日三餐，
每餐荤素搭配挺丰盛。”

王女士是此次疫情中报告
的首例本地确诊病例，1月2日
被送往市五院。接到病例后，
市五院立即进入战备状态，所
有职工全部取消元旦休假，应
召归岗，与新冠肺炎病毒展开
了“第二场战役”。

“1 月 4 日开始，我们医院
常规诊疗工作全部停诊，对1号
病房楼全部科室进行重新布局
调整，部分科室迁出，所有患者
连夜转院。”市五院有关负责人
介绍，医护人员迅速到位，环境
消毒、设备调配、流程再造，短
短几小时内，医院接收准备工
作就绪，整装入驻隔离病区。

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情
况，市五院开设了 1 个发热门

诊、11个发热病区，300余名医
护人员积极响应奔向救治一
线。医疗救治团队严格按照“四
集中”“四个一”原则，充分发挥
中西医结合治疗优势，对确诊患
者进行全力诊治。同时，组织国
家级、省市级专家开展会诊工
作，对此次疫情的传播规律、治
疗方案进行分析研判。

为确保救治万无一失，市五
院还进一步规范完善了院感防
控工作流程，开展全员院感防控
培训，加强了所有人员的管控。

医疗和后勤物资是各项工
作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对
此，市五院积极购置医疗及后
勤物资，扎实做好口罩、防护
服、隔离衣、电脑、呼吸机、核酸
检测试剂和病毒采样管等应急
物资和药品储备工作，全力确
保药品、防疫物资和核酸检测
能力保障到位。

从医疗救治到院感防控，
从物资储备到服务保障，市五
院各项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开
展。目前，所有在院患者均得
到了较好治疗。

石家庄市第五医院

有力有序开展新冠
肺炎医疗救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