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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1 月 12
日晚，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传
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传
达学习了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听取
我省疫情防控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
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省委书记王东峰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

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
精深，深刻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新要求，系统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
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开阔视
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中央研讨班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政治、
全局、战略的高度抓好贯彻落实。一要坚
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深刻内涵，坚
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和
决心，以实际成效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
城河”。二要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需求导
向，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快创新
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步伐。三要坚

持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河北，切实增强
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四要坚
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党领导经济
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切实推动党中央
关于“十四五”时期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而团结奋斗。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落实王沪宁同志、黄坤明同志在全国
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全面总结
2020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下转第三版）

中 共 河 北 省 委 关 于 批 准 追 认
李瑞芝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

（2021年1月13日）

王东峰在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暨视频调度会议上强调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坚决切断疫情传播各种途径
许勤主持会议

许勤在石家庄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完善物流配送体系 保障群众生活需求

许勤主持召开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检查各分指挥部和县市区疫情防控任务落实情况

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决定

在全省政协迅速开展“同心
抗疫情、合力促发展”活动

＞＞＞见第二版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黄 玥
王子铭

“要以马不离鞍、缰不松手的定
力，以反复抓、抓反复的韧劲，以钉钉
子精神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整治‘四风’、落实为基层减负的各
项规定”。

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一年一
度的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召开。

会议再次聚焦作风建设，审议了
《关于 2020 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持续
解决形式主义问题深化拓展基层减负
工作情况的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对中央政治局在作风方面继
续努力，为全党带好头、作示范提出要
求，再次彰显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加
强自身建设的高度政治自觉。

2020 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华民
族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极不寻常
的一年。

（下转第五版）

以优良作风书写非凡答卷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推进作风建设纪实

河北日报讯（记者高原雪）
1月13日，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印
发《关于在全省政协迅速开展

“同心抗疫情、合力促发展”活
动的通知》和《致广大政协委员
和政协机关干部的一封信》，在
全省政协动员部署开展“同心
抗疫情、合力促发展”活动。

近期，我省石家庄、邢台等
地相继发生聚集性疫情。省委、
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采取果断措施，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全省各地各
部门紧急行动，石家庄、邢台等
地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奋战，形
成了齐心协力战疫情的强大合

力。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防控救治任务十分艰
巨。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
灭战，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省政
协决定在全省政协开展“同心
抗疫情、合力促发展”活动。

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
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要求上来。全省政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充分认
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下转第四版）

李瑞芝，女，汉族，河北宁晋人，1965
年7月出生，1982年12月参加工作，原为
石家庄市长征胶鞋厂工人，2015 年退休
后，被选举为石家庄市新华区西苑街道
国泰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兼职），2018
年被选举为该社区居委会委员（兼职），
2021 年 1 月 7 日在社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中突发疾病，终因抢救无效去世。

李瑞芝同志政治坚定，为人忠厚老
实，不怕吃亏、关心群众、办事规矩，工作

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积极主动、认真负
责，生活朴实、充满热情，团结邻里、乐于
助人，经常帮助同事，积极参加社区组织
的各类公益活动，主动为山区贫困儿童
捐款捐物，一直受到辖区居民和邻里群
众的称赞，被单位同事和周边居民热情
地称呼为“李姐”。2021年1月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李瑞芝在居委会负责沟通
联络、信息登统。社区居民全员核酸检测
时间紧、任务重，现场人员紧缺，为确保3

天完成全员核酸检测任务，李瑞芝主动
请缨赶到检测点位参与工作。从1月6日
清晨到7日傍晚，李瑞芝和同志们完成了
大部分居民现场采样任务。7日晚6时许，
李瑞芝突感不适晕倒在现场岗位上，当
晚8时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不幸去世，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献出了宝贵生命。

李瑞芝同志生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一贯表现良好，始终以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在抗击疫情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在广大抗
疫一线的党员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社会影
响，是全省疫情防控一线社区工作者的
先进代表。为表彰李瑞芝同志先进事迹，
进一步弘扬新时代共产党员政治本色，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歼灭战，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
作细则》等有关党内法规，（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
建磊、吴韬）1 月 13 日晚，
追认李瑞芝同志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会议在石家庄召
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王东峰出席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勤主持会议。省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廉毅敏宣
读《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批
准追认李瑞芝同志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决定》。

王东峰指出，我省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
下紧急响应、迅速行动，团
结一心、众志成城，迅速投
入到疫情防控歼灭战中。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
上，自觉经受大战大考，在
实战中锤炼党性品格、责
任担当、素质能力，涌现出
许多不畏艰险、逆行出征、
尽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先
进典型，石家庄市新华区
西苑街道国泰街社区居委
会委员李瑞芝同志就是其
中的优秀代表。在抗击疫
情斗争中，李瑞芝同志奋
不顾身投入抗疫战场，夜
以继日开展工作，因突发
心脏病，牺牲在工作岗位
上，用生命诠释了心系群
众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
的宝贵精神。省委常委会
研究决定，追认李瑞芝同
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
当之无愧的。

王东峰强调，当前，我
省疫情防控已经到了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越是形势
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全省各级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齐心协力
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以实际行动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要深入
学习李瑞芝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她政治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她对党忠诚、人民至上、勤恳有为的品
格，学习她扎根基层、热爱群众、苦干实干的作风，学习她不畏疫
情、勇于担当、恪尽职守的干劲，真正做到大战当前冲得上、顶得
住、打得赢。各级党组织要坚持科学防疫、依法防疫、精准防疫，关
心一线工作人员，为大家解决实际困难，创造良好工作条件。要深
入开展“抓党建、抗疫情、惠民生、保安全、促发展”活动，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要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里就有
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特别是领导
干部要靠前指挥、狠抓落实，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要深入宣传
抗疫先进典型，生动讲述防疫抗疫一线的感人事迹，（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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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王东峰主持并讲话

党旗下的坚守
——探访石家庄市藁城区增村镇北桥寨村值守点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1 月 13
日，省长许勤在石家庄市检查疫情防
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疫情防控期

间物资供应保障工作,满足人民群众日
常生活需要。

目前石家庄市商场、超市全面转入
线上销售，实行网上下单、无接触配送。
许勤到永辉超市维明大街店物资储备

区、线下配送区等处检查，与外卖小哥、
超市负责人等深入交流。他说，外卖小
哥日夜奔忙辛苦了，一定要做好自身防
护，安全把货品送到千家万户。企业主
动承担社会责任，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做

好物资供应、配送等工作，感谢你们在
非常时期所付出的努力。广大群众为了
疫情防控大局居家，这本身就是了不起
的贡献。各级政府部门要坚决做好市场
保供工作，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
响。要帮助各个市场、商超提高补货、补
架频次,协调商贸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
加强对接,建立稳定可靠的产销合作关
系,拓宽货源渠道,提升供给能力。要进
一步完善物流配送体系，在石家庄市外
建立中转物流园区，（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吴韬）1月
13日晚，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暨视频调度会议召开,认真听取
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疫情防控工作汇
报，分析研判形势，安排部署工作。省委
书记、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王东峰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长、
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许勤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袁桐利对全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署。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的科学指导下，连日来，全省上下齐心
协力、攻坚克难，推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
新进展。石家庄市疫情重点区域定点隔
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邢台市新增确
诊病例均及时定点隔离，廊坊市全员核
酸检测和流调溯源、严格管控工作及时
有效，全省各地防控疫情行动迅速、措施
有力，汇聚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的
磅礴力量。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我省
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省各地

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凝聚力
量，众志成城，顽强奋战，毫不放松持续
抓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切断传染源
和传播途径，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核酸检测为重
点，努力做到早发现早诊治。扎实做好石
家庄、邢台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精心
推进廊坊市全员核酸检测，对疫情重点村
庄、社区和定点隔离场所实行多轮核酸检
测，确保及时发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要严格核酸检测操作流程，做到采样

规范、送检及时、检测精准，确保当日采
样、当日送检、当日出具检测结果。

会议指出，要坚持以全面流调为重
点，科学追踪溯源及时到位。科学组建
足够的流调队伍，优化人员结构，强化技
能培训，规范流调流程，提升流调质量。
加强核酸检测与流调的有机衔接，每检
测发现一例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要在24小时内完成流调工作，确保密切
接触者和次密切接触者及时排查到位。

（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1月13日
晚和14日凌晨，省长许勤分别主持召开
石家庄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检查各
分指挥部和县市区疫情防控任务落实情
况，协调调度检测、流调、隔离、救治、生

活保障、交通运输、社会维稳等工作中的
新情况、新问题。

会议强调，当前石家庄市疫情防控
正处于关键阶段，各分指挥部和县市区
要增强政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
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驻河北工作组和
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时高质量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以强有力的执行力和优
质高效的工作有效遏制疫情蔓延。要加

快流调排查进度，新增病例流调必须按
照规范要求尽快完成，务必实现流调排
查与隔离转运无缝衔接，随时流调、随时
转运，流调信息要全面规范。要加快隔离
转运，严格执行转运流程，发放明白纸，
确保转运防疫安全。要加快藁城区增村
镇等重点区域环境消杀，配足专业队伍
和物资，在专家指导下，科学规范、全面
彻底进行卫生消毒。要围绕公众关切，及
时准确发布信息、答疑解惑。要层层压实
责任，理顺责任链条，（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