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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林晖 王琦 孙少龙

2020 年岁末，一份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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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了出席
中 央 政 治 局 民 主 生 活 会 同 志 的
案头。

这是继 2019 年之后，中央政治局

再次在民主生活会上审议有关基层减
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党中央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为作风建
设的重点，着力减轻基层负担，精准施
策、靶向治疗，打出了组合拳，收到了
良好效果。”

务实中肯的评价，彰显出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拓展基
层减负工作的累累硕果。一年来，一
系列部署举措破形式主义之弊、减基
层负担之重，让基层干部日益摆脱形
式主义束缚、更加放开干事创业手
脚，凝聚起担当作为、攻坚克难的磅
礴力量。

（下转第五版）

破形式主义之弊 减基层负担之重
——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纪实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
1 月 14 日 13 时许，省胸科医院
12名治愈的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和 18 名解除集中医学观察的
无症状感染者，分批走出隔离
病房，接过工作人员送上的鲜
花，分别踏上前来接送的救护
车出院。

据悉，此次出院的患者均
符合国家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八版）规定的出院标

准，经国家、省专家审核后出
院，并转入康复阶段。这也是1
月 2 日我省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以来，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和
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
染者。

此次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
健康委、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患
者的救治工作，多次到省胸科医
院调研督导。我省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下转第七版）

我省首批 12 名新冠
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18名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医学观察

1月14日下午，河北省胸科医院首批12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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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贯彻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持续用力全面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许勤主持会议

许勤专题研究加强隔离场所规范

坚决落实隔离规范 全力遏制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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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心中燃着一团火
——追记河北省石家庄市国泰街社区居委会委员李瑞芝

□蔡晓辉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在疫情防控歼灭战
的大仗、硬仗中，不改本色的平凡人，
是真英雄；坚守初心的共产党员，是铁
脊梁。

社区内的老人和居民亲切喊她
“李子”：热心肠、人缘好，大家遇到什

么事首先想到她；居委会的工作人员
由衷地喊她“大姐”：勤劳、朴实，有啥
活都抢着干。能让人从心底里喊出这
样亲切称谓的，一定是厚道、踏实、热
情、肯干的人，一个平凡得让人没有距
离感的普通人。

现在，55 岁的社区工作人员李瑞
芝又多了一个她生前一直努力追求的
光荣身份：共产党员。1月 13日，河北

省委通过决定，批准追认李瑞芝同志
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疫情防控一
线，她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用
生命书写了对党的忠诚与担当，诠释
了心系群众的高尚品格和无私奉献的
宝贵精神，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
的称号！

大事难事看担当，危难时刻显本
色。在石家庄市新华区西苑街道国泰街

社区，李瑞芝年龄偏大，本来可以驻守
“二线”，做一些人员联络、信息登记工
作。但她却夜以继日地忙碌在社区核酸
检测现场，在时间紧、任务重、现场人员
紧缺的情况下，为保质保量完成检测任
务不辞辛劳、奋不顾身，因突发心脏病，
牺牲在工作岗位上，以冲锋的姿态将生
命定格在抗疫一线。在她生命最后30
多个小时的微信里，（下转第七版）

做李瑞芝那样的“疾风劲草”“烈火真金”

□河北日报记者 刘冰洋 任学光

“1 月 6 日，周三，疫情防控需求，
全体人员早早到岗，开展全员核酸检
测。”“1 月 7 日，周四，全员核酸检测，
华萃园、合西小区、时代花园。”……
石家庄市新华区西苑街道国泰街社
区居委会委员李瑞芝生前的工作日
志 上 ，将 她 最 后 的 工 作 履 迹 永 远
定格。

1月7日，在抗疫战场上，一直心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李瑞芝因突发心脏
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1 月 13 日，河北省委决定，批准追
认李瑞芝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瑞芝，这位燕赵大地上的抗疫
女杰，用如火初心温暖了千万群众，用

自己的担当和作为书写了自己美丽的
人生华章。她的事迹和精神正如音绕
梁般在燕赵大地回响。

“她一直以党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

“李姐，你入党了，你是光荣的中
国共产党党员了！”1月14日下午，石家
庄市新华区西苑街道国泰街社区，李
瑞芝生前的办公桌被收拾得整整齐
齐，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东
军郑重地将一枚鲜红的党徽安放在桌
上，深深地鞠上一躬，泪水忍不住从眼
角涌出。

“李姐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她生
前已经向社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李
东军说，虽然不是党员，但是她一直以
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自己负责的
社保工作中，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遇到有老人退休办理认证不方便，她

就上门服务。老人们的生日，她记得
清清楚楚，蛋糕券总会早早送到他们
手中。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李瑞芝二
话不说，投入到防控工作中，筹备物
资、入户登记，她那忙碌的身影永远刻
在李东军心里。“考虑到她岁数大了，
就安排她驻守居委会，做好联络、信息
登统。”李东军说，看到社区全员核酸
检测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忙得站不住
脚，李瑞芝再也坐不住，主动请缨，到
核酸采样点帮忙。

1 月 6 日，天寒地冻。穿着厚厚的
棉衣，围着围巾，戴着帽子的李瑞芝在
采样点一忙就是一天。“冻透了，我们
年轻人都扛不住，但是她一句抱怨都
没有。”国泰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孙婧
说，忙碌了一天，都以为她第二天会休
息休息，可她第二天早上第一个赶到
了核酸采样点。

1月7日18时左右，在华萃园小区
核酸采样点，李瑞芝在寒风里坚守着，
引导群众、维持秩序。此时，她和同事
们已奋战了将近两天。

突然，有人看到李瑞芝倒在路边。
现场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立即进

行救护，同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将李
瑞芝送医院抢救。

大约两小时后，李瑞芝终因抢救
无效，永远离开了。

“风大、天冷，别着急，等着敲门再
出来做检测”，就在去医院的路上，李
瑞芝还给社区的老人们发去微信。

（下转第七版）

扫码看视频
视频摄制：河北日报记者
张 晶 李佳泽 王木者

任学光 刘冰洋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吴韬）
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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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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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传达学习全
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听
取石家庄、邢台、廊坊等地疫情防控工
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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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勤主持会议并传达全国疫情防控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省委常委、常务
副省长袁桐利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在我国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全国疫
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

强总理批示要求，通报近期有关地区聚
集性疫情情况，指出存在的突出问题。
孙春兰副总理在讲话中，对做好当前和
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切实担负起疫情防控的
政治责任，分工负责，上下联动，持续用
力尽快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全面做好
冬春季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聚焦石家庄、邢台、廊
坊等重点地区，统筹推进核酸检测、流
调溯源、定点隔离和医疗诊治。当前，
石家庄市、邢台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和廊坊市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全面完
成，为我们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做好下
一步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要坚持核

酸检测、流调溯源、定点隔离和医疗诊
治“四位一体”、协调联动，根据疫情防
控需要，分类施策充分发挥核酸检测
发现疫情的技术手段作用，依据核酸
检测结果，将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迅速转送定点医院，不惜一切代价
进行科学救治。同步全面开展流调溯
源，24 小时内锁定密切接触者和次密
切接触者，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定点隔
离，努力在最短时间将疫情控制在最
小范围。

会议指出，要突出农村、社区和城乡
结合部，全面做好防控和环境消毒，严防
严控疫情扩散蔓延。切实把农村、城市社
区和城乡结合部作为重中之重，压实基
层党组织责任，强化防疫队伍建设，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旦发生疫情，确保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切实加强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深入推进移风易俗，

停办庙会、灯会等民俗节庆活动，做到丧
事简办、婚事缓办，避免聚集性活动，筑
牢疫情防控的坚固屏障。

会议强调，要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
活和身体健康，关心关爱基层抗疫人员
工作和生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强化医疗防疫物资储备，加大群众
生活必需品、水电气暖等保障力度，确
保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用心用情
用力关爱基层工作者，统筹调配人员力
量，健全倒班轮换制度，做好情绪疏导
工作，确保广大一线疾控人员、医护工
作者、社区防控人员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抗击疫情。

会议强调，要精准指挥和高效运
行，及时报告情况和发布信息。各地要
把防控疫情作为当前头等大事，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各项政策规定、部署要
求，依法抗疫，分区分级，（下转第三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1 月 14
日，省长许勤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国家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生院副院长罗会
明等国家专家组专家，以及江西、江
苏、广东等地疾控专家会商，认真听取
隔离、流调、救治等方面工作意见建
议，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根据专家
意见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隔离场所规

范等工作。
许勤指出，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

峻，规范隔离场所设置和管理对疫情
防控大局极为关键、十分重要。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部署和孙春兰副总理讲话要求，
按照专家意见建议，严格落实国家和
省相关工作规范，坚持问题导向，查找

漏洞、补齐短板，严上加严、细上加细，
坚决落实隔离规范，全力遏制疫情扩
散。要严格按照隔离场所标准设置

“三区两通道”，确保清洁区、半污染
区、污染区分隔，工作人员和隔离人员
实行分区管理和物理隔离。要备足隔
离场所的医务人员、服务人员、保安人
员，加强专业知识培训，强化巡查值
守，维护正常秩序。要严密监测隔离

人员身体状况，每两天开展一次核酸
检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置。要按医疗
废弃物标准处理所有垃圾，污水在进
入市政排水管网前，必须进行消毒处
理。要加强监督管理，严防隔离人员
串门，所有房间不得放置易燃物品，确
保防火安全。要精心照顾好隔离人员
生活，配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加强人文
关怀，及时提供心理疏导。要全面开
展“回头看”，由国家专家以及监督执
纪、疾控、社区等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50
个检查组，对所有隔离场所实施全覆
盖排查，压实责任，确保所有隔离场所
规范运行。

省领导邢国辉、丁绣峰，省政府秘
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成果）1月
14日晚和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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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传达学习全国疫情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和孙春兰副总理
讲话要求，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驻
河北工作组指导下，按照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安排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指出，孙春兰副总理在全国
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
话，深入分析当前疫情形势，针对疫
情防控的关键和重点作出系统部署、
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我们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扛起
政治责任，把抓实抓细疫情防控作为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的现实检验，发扬连
续奋战精神，分工负责、齐心协力，坚
决打好疫情防控歼灭战。

会议强调，要狠抓关键环节，以
过硬举措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核酸检
测要规范高效，强化人员培训，组织
专业队伍，采用信息化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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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溯源要科学精准，持续强化
流调队伍配备，运用询问调查、大数
据追踪等手段，同步开展人、物、环境
调查，分秒必争，确保全、准、快。隔离
管控要彻底到位，千方百计增加新的
隔离场所，加快隔离点板房建设，按
照“三区两通道”等规范要求进行专
项检查、督导整改，确保隔离场所防
疫安全。确诊患者要全力救治，集中
最优质医疗资源、最精干救治力量，
聚焦危重症、紧盯重症，中西医结合、
中西药并用，一人一策一方案，不惜
一切代价救治患者。院感防控要严而
又严，落实首诊负责制，强化日常监
督检查，及时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
要突出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压紧压实乡镇党委、政府和村“两
委”责任，加强重点人员摸排和网格化管理，根据疫情情况分类施
策，把隔离、转运、封控、消杀等措施细化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会议强调，各分指挥部和县市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四方责
任”，进一步完善细化核酸检测、隔离管理、流调排查、物资保供、交
通运输、新闻宣传等的工作方案和操作指南，确保每个环节有人抓、
有时限、有标准，工作链条紧密衔接，以坚强有力的组织指挥体系推
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省领导邢国辉、刘凯、夏延军、丁绣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
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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