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7 日，
由武汉各界群众
捐赠的蔬菜、口
罩等爱心物资运
抵石家庄市，这
些物资将会尽快
发放到抗疫一线
人员、生活困难
群众手中。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
从省通信管理局获悉，经过72个
小时奋战，1月15日，石家庄黄
庄公寓隔离场所实现移动通信
网络全覆盖。目前，各基础电信
运营企业正在紧锣密鼓筹划业
务开通等相关事宜，后续网络维
护方案也在加紧制定中，全力确
保隔离场所通信网络畅通。

隔离场所建设,要求实现
手机信号全覆盖，室内WIFI全
覆盖，并按国家标准，提供光纤
宽带接入等通信服务。

接到通信保障任务后，省
通信管理局要求石家庄市通信
办立即组织各电信企业制定方
案、集结队伍、调运物资。石家
庄市通信办迅速成立专班，统
筹部署通信网络建设等工作。

由铁塔公司牵头具体建设工
作，并组织移动、联通、电信三
家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现场联合
勘察，制定快速建设方案，重点
关注现有周边基站覆盖情况，
充分利旧扩容。同时，紧急调
配信源、传输设备、快装站、光
纤线缆、光猫、WIFI 终端等设
备物资，确保按时到位。

1 月 12 日 22 时，三家基础
电信运营企业开始施工，1月13
日24时完成无线网络覆盖主干
光缆敷设，1 月 14 日 12 时开通
第一个通信基站，1 月 15 日 21
时三个新建通信基站全部调测
开通。同时，完成所有光缆敷
设，并与土建工程施工单位配
合，同步建设，同步安装，同步
调通。

石家庄黄庄公寓隔离场所
实现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

“热干面”挺过来了，
“宫面”同样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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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副总编辑 王 宁

1 月 17 日下午，湖北省
政府向河北捐赠的价值1000
万元的移动核酸检测车、防
护服、口罩等防疫物资运抵
石家庄，支援河北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荆
楚抗疫“硬核力量”迅速吹
响集结号。1 月 10 日晚，一
辆长 15 米、高 4 米、价值 500
万元的移动方舱 CT 车，星
夜驶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由两名司机接力驾驶，经过
20 小时跋涉，到达南宫市迅
速投入使用；11 日上午，湖
北 70 多位志愿者齐聚武汉
一个蔬菜基地，收割了 40
吨莴笋，连夜送往河北；日
前，由武汉各大医院抽调专
家组成的援冀重症医疗队
紧急组建完毕，随时待命出
发……

燕赵自古多义士，如今
有难八方援。连日来，北京、
天津、江苏、浙江、山东、山
西、湖南、江西、广东、河南、
新疆、西藏……全国各地的
医疗力量火速驰援，与河北
人民一起，共筑抗击疫情的
钢铁长城。

1 月 12 日，湖北日报发
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在爱
的传递中同舟共“冀”》。文
章这样写到——

“2020 年 武 汉 抗 疫 期
间，河北累计出动 1100 名医
务工作者驰援湖北，为护佑
生命逆行出征。‘河北亲人’

回家的时刻，车内的医护人
员与窗外的人群泪眼相视，
不舍离别，画面历历在目。
如今，情谊跨越山水，再次
紧紧交融。医护人员肩负
职责使命，为了生命知所趋
赴，无悔出行。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是铭记爱，也是
传递爱；是感念温暖，也是
释放温暖。”

这样的文字多么暖心！
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深情厚
意，至重至贵！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这是举国同心、团结
奋战的中国力量。今天，这
种力量再一次向河北汇集，
让我们在寒冬中感到春日般
的温暖，更加坚定河北战疫
必胜的信心。

去年武汉抗击疫情期
间，我曾做过一期值班老总
读 报 ，题 目 叫《荆 楚 — 燕
赵：明月何曾是两乡》。现
场连线中，湖北日报副总编
辑 胡 汉 昌 深 情 地 说 ：“ 今
天，我们共同战斗；明天，
战疫全胜后，诚挚邀请河北
的白衣战士再来武汉，我们
一起赏樱花、游东湖，极目
楚天舒！”

胡总当时的心情，正是
我此刻的心声——感谢湖北
人民，感谢全国人民。没有
燕赵儿女跨不过去的坎，没
有中国人民翻不过去的山。
举国援鄂，“热干面”挺过来
了；同舟共“冀”，“藁城宫面”
同样一定行！

手足情深 倾“馕”相助
抗疫快评

□河北日报记者 张文君 任学光

“立即抽调人员赴藁城区，支援核
酸检测工作！”

“南村两个站点急需医务人员！”
“承接管控定点隔离酒店”……
1 月 5 日开始，一连 6 天时间，不管

白天晚上，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石家庄
市长安区跃进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李献忠始终不停地忙碌着。

如今，那部曾经一直响不停的手机
不再响了，静静地陪伴着刚刚倒下的
主人。

1月11日22时，在电话里安排好工
作，疲惫至极的李献忠倒下了，55 岁的
生命定格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

1月15日，石家庄市委决定，追授李
献忠同志为石家庄市优秀共产党员。

敬业奉献、忠诚担当。李献忠，正
如他的名字，用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
心和誓言。他那句“国家有难，我们必
须无条件付出”，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政治本色。

“李院长，一路走好。您放心，我们
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1月12日上
午，石家庄市朗云酒店内，身担抗疫任
务的同事们，自发在隔离酒店，痛别他
们的战友，并向他许下庄严承诺。

“这些日子，无论多晚李院长都会
接听电话，那晚10点多，他电话布置好
工作后，就再没接听电话。他太累了，
每晚只睡两三个小时，大家以为他睡着

了，没想到……”回想起和李献忠一起
战斗的日子，公司职工医院副院长杨焕
文眼圈发红。

在同事眼里，李献忠是暖心的大
家长。

1月5日凌晨3时20分，医院接到石
家庄市卫健委紧急通知：抽调医护人员
5时集合出发，急赴藁城区支援核酸检
测。时间紧迫，李献忠立即部署，6名医
务人员准时出征。

大家走得匆忙，都没带生活用品。
他得知后，马上协调配备各种物资，列
清单、采购、打包、装车、派送，以最快的
速度送到前线人员手中。公司职工医
院工会主席陈华说，“大家收到物品，好

几个人都感动得哭了。”
陈华是他多年的老同事，一直无法接

受李献忠离开的事实。还未开口，便已泣
不成声，“他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

1月6日，石家庄市启动第一轮全员
核酸检测。凌晨1时接到任务，李献忠
立即布置安排，2个小时的准备，24名医
护人员全部到位。当天，石家庄最低气
温是-15℃，李献忠和医护人员一直在
核酸检测一线，冷了跺跺脚，饿了忍一
忍，按时完成了南村镇南村3942名居民
的核酸采样。

任务一个比一个紧急。1月7日晚，
南村核酸检测任务还没完成，李献忠又
接到附近小区的紧急排查任务。他带

领医院剩余的医务人员前往突击检测，
一直忙到凌晨4时。

“大家都劝他，‘你不是铁打的，也
要休息’，他嘴上答应，却一刻也不离
开。”杨焕文说。

1 月 8 日 23 时，接到承接管控隔离
酒店的任务后，李献忠拖着疲惫的身躯
迅速组织人员，按要求进行布置，协调
污水、垃圾处理等工作。

“那天我们回到单位已经是凌晨，
他靠在椅子上眯了2个多小时，便再次
赶到隔离酒店，一直到晚上19时开始接
收隔离人员，都没好好歇一会儿。”杨焕
文含着泪说。

后来，大家才得知，就在1月8日，李
献忠的老母亲在辛集老家过世了。不能
前去见老人最后一面，不能离开工作岗
位，这个硬汉没跟任何人提起，把眼泪流
在心里，毅然坚守在抗疫战场上。

在女儿李玉菲的眼里，爸爸舍小家
为大家，陪她时间少，却是她最大的骄
傲。难得的一张全家福，还是2017年她
研究生毕业时，再三恳请爸爸来看看自
己生活和学习7年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时照的。这一次，从来没有请过假的李
献忠，终于圆了女儿一个梦。

李献忠走了，未竟的事业仍在继
续。隔离酒店、社区站点，他的战友们
仍在紧张忙碌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像
李献忠一样，用奋斗诠释着初心和使
命。跃进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张
鹏燕说，李院长的离世让同事们陷入巨
大的悲痛，但也激励着大家奋勇前进，

“疫情不退，我们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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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到生命最后一刻
——追记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院长、石家庄市

跃进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李献忠

李献忠生前工作照。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董琳
烨）1月17日，湖北省政府向我省捐赠
的价值一千万元防疫物资安全抵达石
家庄，用于支援我省疫情防控工作。
在河北中储物流中心，省红十字会负
责接收物资后，按照省疫情防控联防
联控机制确定的分配方案，现场有序地
向省、石家庄市相关单位进行了发放。

我省此次疫情发生后，湖北省经
济和信息化厅受湖北省政府委托，及
时联系河北省工信厅，向我省捐赠一
批防疫物资，具体包括一台移动核酸
检测车、两套检测系统以及湖北省生
产的医用防护口罩、儿童口罩、医用
防护服、额温枪等。

据介绍，此次捐赠的移动核酸检
测车由武汉客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制造，车辆内部检测系统全自动
化操作，核酸检测能力单检可达2000
人份/天，混检可达2万人份/天，检测
车技术人员已于前期抵达石家庄。

湖北支援我省价值千万元防疫物资抵石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荆楚爱
心至，燕赵冬日暖。近日，湖北省应急管
理厅积极助力我省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协调卓尔公益基金会通过河北省应急管
理厅向河北省捐赠医用口罩50万只、

“汉方一号”口服液1500箱、红外测温设

备5台。这批物资均为抗疫一线急需的
医疗防护和预防物资，总价值500万元。

据介绍，省应急管理厅已协调省红
十字会进行捐赠接收。这批物资运抵河
北后，将分发到基层医疗单位和隔离点。

河北日报讯（记者方素菊）1月16

日，一辆装载有防疫物资的京东物流车
辆，顺利抵达石家庄市桥西区西里街道
办事处。这批抗疫物资是由武汉市武
昌区徐家棚街道办事处捐赠，也是京东
物流自1月16日8时开通全球驰援河北
抗疫物资特别通道后完成的首单运输。

据徐家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
绍，2020年2月武汉发生疫情时，石家
庄桥西区组织几个街道为他们捐赠了
39台紫外线消杀灯、80个护目镜。现
在看到石家庄有困难，他们理应伸出
援手，希望石家庄早日渡过难关。

在接到徐家棚街道办事处运输需
求后，京东物流第一时间安排专人专车
进行提货揽收，并连夜调度铁路运力，
采用铁路公路联合运输的方式，将该批
物资以最快的速度义务运抵石家庄。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武汉徐家棚街道

伸 出 援 手 助 抗 疫

有一种情感叫手足情深，
有一种支持叫倾“馕”相助。

这些天，包括馕、库尔勒香
梨等在内的一批抗疫物资，从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启
程，跨越千山万水，陆续抵达燕
赵大地。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
新疆特产并不贵重，但却质朴
地表达了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对
河北人民真挚的情意。

身在天山，心系燕赵。这
份休戚与共的手足之情由来已
久。作为全国19个援疆省市之
一，从 1998 年首批援疆干部人
才奔赴巴州开始，廿余载岁月
里，河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
力、物力支持为新疆的和谐稳
定、繁荣发展作了突出贡献。
如今，行走在巴州大地，以“河
北”命名的医院、学校、小区随
处可见；河北援疆干部把新疆
当作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
众并肩携手、同甘共苦，开创美

好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这是
“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写
照。河北人民兄弟般的情意，
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于心，
深怀感恩之情。

孔怀兄弟，同气连枝。此
轮疫情暴发以来，河北人民经
历的痛苦与磨难，新疆各族干
部群众感同身受；为了全国抗
疫大局，河北人民的奉献与牺
牲，新疆各族干部群众肃然起
敬。虽然山水远隔，但尽己所
能为河北人民做些什么是天山
儿女共同的心愿。这批抗疫物
资中的五千余箱馕，便是巴州
组织百名打馕人，加班加点在
两天之内赶制的。

馕坑火热，但更热的是天
山儿女的心。我们相信，只要
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风雨同
舟、守望相助，就没有蹚不过的
流沙河，翻不过的火焰山，艰难
中 永 远 挺 立 着 伟 大 的 中 华
民族。
（新疆日报评论部主任 沈雅屏）

（上接第一版）截至2020年底，白洋淀360
平方公里内和入淀河流两侧外延1000米
范围内的稻田、藕田全面退出；关停淀区、
淀边、以及境内上游河流1公里范围内的
畜禽养殖场（户）4069家。同时依托区域
调水工程，白洋淀生态补水共约5.56亿
立方米，白洋淀湖心区水质达到Ⅳ类。

雄安新区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
设运营模式，也都将是绿色低碳的。从
绿色社区到绿色建筑，再到公共设施配
套，都指向创造美好生活这一目的。

努力打造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创新发展示范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棋局中，雄安
争当“改革先锋”，通过大胆探索、先行
先试，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
技创新，奋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的标杆
城市和创新发展的示范城市。

在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
展阶段，人才作为发展第一要素的重要
性不断凸显。前不久，雄安新区管委会
正式印发《河北雄安新区居住证实施办
法（试行）》和《河北雄安新区积分落户

办法（试行）》，自2021年起试行居住证
和积分落户制度，标志着雄安新区深化
人口管理服务制度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雄安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雄安新区的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
度就是要向新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期所
需的各类人才敞开大门，让他们“来得
了、留得住、发展好”，为新区建设发展
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行政审批
局改革模式，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积
极推动国家部委审批权限向新区下放。
河北省政务办电子签章在雄安新区应用
落地，345项许可事项在雄安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实现“无差别受理”。

探索符合新区建设发展需要的土
地供应政策。据了解，新区综合考虑建
设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土地出让、租赁、
租让结合、混合空间出让、作价出资入
股等多元化土地利用和供应模式，为雄
安新区重点项目土地供应工作提供了
重要依据和政策供给。

开展“证照分离”全覆盖改革，172项
“证照分离”审批事项分类推进。企业开

办全流程1个工作日内办结，35个“证照
联办”事项办理时限平均缩短62%。截
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新区本级企业共
有3516户，注册资本3198.04亿元。

数字与实体城市“孪生共
长”，让新区更智能

城市计算中心、块数据平台、自主
可控区块链平台、数字道路分级标准、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一批城市
级智能平台的搭建、一批标准的印发、
一批新基建项目的落地，雄安新区智能
城市“破茧而出”。

雄安新区首席信息官张强介绍，雄
安新区已经搭建起以“一中心四平台”
（城市计算中心、物联网平台、视频一张
网平台、CIM 平台和块数据平台）为核
心的智能城市基础框架，多项关键技术
已经实现创新突破。

雄安新区规建局副局长刘利锋说：
“雄安是基于CIM的全城智慧化，在此
平台上可以把城市各专业数据进行集
成，从而达到规划一张图、建设监管一
张网、城市治理一盘棋的新格局。”

通过规划建设BIM（建筑信息模型）
审批系统，可以看到雄安新区各类工程项
目，随着规划、设计、施工到建成在平台上
全过程的孪生共长。在雄安数字“孪生城
市”上，还能看到“地下”城市版本，各类综
合管廊、智能控制装置部署其中。

“在数字城市标准方面，我们已经
制定出台了15项标准，同时城市计算、
数据平台、区块链等一些关键技术正在
加快落地，整个雄安新区数字城市正呈
现从0到1的突破。”雄安新区党工委委
员、管委会副主任吴海军说。

据了解，雄安新区2019年重点建设
项目67个当年全部实现开工，2020年重
点建设项目全部实现开工建设；近两年
累计完成投资近两千亿元，重点建设项
目中近30个已完工，50多个项目正有序
推进，计划于2021年陆续完工。

这座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重
托的未来之城，正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
求，朝着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
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的目标扎实推进。

新华社石家庄1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