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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20.1万名党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我是共产党员，必须冲在最前线！

平山

疫情防控无缝隙“保供套餐”保民生

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

全力以赴保障市民“菜篮子”

市市场监管局

鼓励外卖商户“无接触”送餐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只要城市和人民需要，我就要
带头冲锋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石
家庄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有着多
年党龄的宋国威曾在心底默默许下
这样的誓言。

“党员不松劲儿，群众才更有信
心。”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街道汇宁
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勇带领党员几
番摸底排查，筑起全民抗疫的坚实
防线。

“我们是党员，必须全力以赴！”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储运服务部经
理李立功和17名党员既当保管员
又当装卸工，争分夺秒保障医
疗药品供应。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
金。连日来，在石家庄市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战
场上，共产党员挺身
而出，党组织战斗
堡垒巍然矗立，
鲜红的党旗高
高飘扬。危急关
头，中流砥柱显担
当，据统计，在这场疫
情防控歼灭战中，全市
4050 个农村党组织、727
个社区党组织，齐心构筑防
控疫情堡垒，20.1万名党员投
身抗疫防疫一线。

主动请缨，奋战在抗疫一线

1 月 20 日，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核
酸检测实验室。

在这个距离病毒最近的地方，检
验科主任宋国威和她的团队已连续
奋战了18个昼夜。

“只要城市和人民需要，我就要
带头冲锋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1月
2日 22时接到紧急通知时，宋国威在
心底默默许下誓言。

在实验室里，宋国威和她的同事
们每天工作长达20个小时。一批又一
批的样本送来，每天几万个管子都要
手工拧动，连续不断重复同一个动
作，很多队员的手关节肿了，却没人
叫过一声苦。更让宋国威感动的是，
听说单位人手紧张，刚做完手术在家
休养的检验员赵丽，立刻回到岗位投
入战斗；检验员陈柏南给一岁的孩子
断了奶，也冲上了一线……

“ 党 员 啥 时 候 显 担 当 ？就 是 现
在！”在武汉抗疫战场上火线入党的
石家庄姑娘刘雪，又一次冲上了抗击
疫情的最前沿。这一次她悄悄与男友
商定取消了原定于近日举行的婚礼。

刘雪是石家庄妇产医院高新院
区产二科护士。1月 6日凌晨，接到单
位紧急通知，她立刻起身赶往医院，
随后，她和同事们就冒着刺骨的冷风
到青园街道谈中园小区，给居民采集
咽拭子，一忙就是 3 天，“双方父母都
很理解和支持我。”刘雪告诉记者，等

到春暖花开战胜疫情，她和男友再办
婚礼。

医者担当，护佑健康。刚做完手
术还躺在病床上的深泽县村医侯玉
强，得知核酸检测缺人手，偷偷办理
了出院手续，匆匆赶回深泽县大桥头
村。没进家门，就投入核酸检测的工
作中——“我是党员，就要肩负起自
己的责任。”

……
“这段日子，时刻被身边的党员

感动着，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一
员。”近日，石家庄市妇产医院的赵婷
婷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筑牢防线，让群众放心安心

“请乡亲们保持间距，做完核酸检
测后快速离场，戴好口罩，不要聚集。”
1月 20日，鹿泉区石井乡黄岩村党支
部书记刘建华盯着村民做完核酸检
测，回到村口的检查站继续值守。

黄岩村南北跨度大，出口多，人
员居住分散。1月 3日，刘建华组织党
员干部迅速拉起隔离栅，将村庄临路
的区域全部围起来，并在检查站设起
值班岗。从那天起，刘建华带领党员
突击队日夜值守，守护着父老乡亲的
安全。

“党员不松劲儿，群众才更有信
心。”1 月 19 日，石家庄市第 3 轮全员
核酸检测的前一天。石家庄市桥西区
红旗街道汇宁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张

勇布置好辖区的 4 个核酸检测点
位后，拿出前些天整理的社区住户情

况汇总表，带着党员志愿者对空房户
进行又一轮的拉网式排查，“虽然完
成了两轮‘扫楼’，毕竟已经过了几
天，再走一遍，心里才踏实，社区也会
更安全。”张勇说。

党员干部是群众的暖心人、贴心
人。大寒节气前后，是太行山上最冷
的时候，井陉县于家乡康家村村民康
巧芸的心却暖融融的，“乡里赵书记
去县城开会帮俺买药，还专门给送到
家里。”

1 月 5 日，于家乡实施封闭管控。
乡党委书记赵峰带领乡村两级干部
走遍了全乡所有的商店、养殖户、米
面油坊，协调生活必需品 20 余吨。同
时，积极联系当地社会救助机构，累
计为困难群众发放物资 3 万余元，并
号召全乡包村党员干部开展以党员
为主体的“亮身份、上一线、当先锋”
志愿服务活动，帮助当地群众开展运
送物资和送药上门等便民服务。

在乡镇、村党员干部投入疫情防
控一线的同时，石家庄市委组织部还
从市县两级抽调 1.5万多名机关干部
下沉一线，与基层干部群众一道开展
疫情防控，筑牢基层防线。

加班加点，保障物资供应

新买的猪猪侠玩具枪，已在许亚
林的汽车后备厢里放了半个多月。

原本准备1月9日，送给3岁儿子
一个生日惊喜。可从 1 月 6 日一早接
到单位返岗通知，许亚林就一直坚守
在制药工作一线，没回过家。

许亚林是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制剂一车间外包装岗位的
班长。这些天，每天从早 7 时到晚 7

时，他都会一丝不苟地抽查检测连花
清瘟胶囊药袋的气密性。下班回到宿
舍，还要处理车间里各项事务，几乎
天天忙到深夜。

正是像许亚林一样的党员带头
冲锋在前，才保障了连花清瘟胶囊非
常时期的生产。目前，连花清瘟胶囊
日产400万盒。

战疫情，保供应，方显党员担当。
疫情发生后，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千方百计
做好抗疫药品的生产和供应。

这家公司的经营党支部，由销
售、储运和采购等多个部门的52名党
员组成，是公司保障药品供应的中坚
力量。期间，储运服务部经理李立功
带领17名党员，变身保管员、开票员、
装卸工，哪里有空缺，哪里就有他们
的身影。

医用防护服和口罩，是抗疫一线
医护人员的“战衣”。在际华3502职业
装有限公司石家庄留营生产基地十万
级洁净车间里，“全副武装”的工人们
正在生产线上忙碌着，刚刚下线的防
护服码成了“小山”。车间另一边，一次
性平面口罩生产线也在不间断运行。

疫情发生后，际华3502公司党委
迅速成立了领导小组，提前安排部
署，调配公司设备、技术等部门和各
分厂迅速投入生产。缺人，公司当即
将留营生产基地其他生产任务全部
停工，所有人员充实到防疫物资生产
中；少料，及时与沧州的材料厂家和
物流公司加强沟通联系，由外地的车
辆送货，同时让公司在外出差的司机
在返回途中绕道沧州拉货。

人倒班、机不停。目前，际华3502
公司2条医用防护服生产线、3条平面
口罩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日供防护
服、隔离衣2万套，口罩10万只。

河北日报讯（记者董昌）记者从 1
月21日石家庄市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山县
在实施无缝衔接检测、流调和隔离以
及分类施策强化城乡疫情防控的同
时，积极健全物资配送机制，建立了特
殊时期的保供模式，保证了全县生活
必需品储备充足、价格平稳。

平山是山区大县，总面积占全市
的六分之一，辖 23 个乡镇 717 个行政
村，县城有 237 个居民小区。作为县域
面积大、人口居住分散的山区县，平山
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成立了县疫情
防控指挥部和 16 个专项工作组，实行
扁平化管理，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民
生保障等工作。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该县实施无
缝衔接检测、流调和隔离。核酸检测方
面，根据人口分布状况科学设置 1040

个采样点位，按照“应检尽检”原则，做
到村村到、户户到，两轮检测发现 1 例
阳性人员，已转入石家庄市定点医院，
该阳性病例居住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
区。流行病学调查方面，组建了 324 人
的流调队伍，对上级推送过来的、重点
地区人员返平山的、阳性病例等人员，
第一时间进行流调溯源，不放过任何
细节和线索，确保追踪到所有密接、次
密接人员。隔离方面，所有隔离点规范
设置“三区两通道”，全部配备监控系
统，聘请专业机构负责环境消杀和粪
便污水垃圾处理，严格实行每两天一
次核酸检测等措施。

分类施策强化城乡防控。把农村、
社区作为防控的重中之重，县城小区
逐一明确县直单位分包，所有居民居
家防控，所有工作人员吃住在单位。农
村地区实行县级干部包乡镇、乡镇干

部包村、村干部和党员包户，严格落实
封闭管理措施，严防疫情扩散蔓延。

广泛宣传争取群众支持。统筹传
统媒体、新媒体和农村大喇叭、标语条
幅等方式宣传防疫政策、知识，引导群
众自觉配合居家防控；组建了 9000 余
人的志愿者队伍，汇聚起疫情防控的
强大合力。

封闭管控后，全县的民生保障工
作如何开展？平山县积极健全物资配
送机制，选定北国、永辉等 6 家大型超
市作为重点保供企业，建立了“专班+
商超+部门乡镇+志愿者”的保供模式，
推出平价蔬菜包、调料包、日用品包、
米面蛋奶等多种“保供套餐”，设置服
务热线，住户点单、定期配送，既满足
基本生活所需，又兼顾了个性化需求；
严格物价管控，财政适当补贴，把蔬菜
价格控制到疫情前水平。截至目前，累

计配送蔬菜 21 万公斤、米面蛋奶 73.5
万公斤，全县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足、价
格平稳。

强化特殊群体服务。针对急需就
医的患病群众，向社会公布了医疗救
助电话，实行电话预约、救护车接送；
针对 2585 名分散供养的特困群众、
16552 名低保人员，强化属地帮扶、上
门服务；针对学校、养老院等特殊场
所，实行生活物资集中配送，切实保障
日常需求。

全力保障水电气暖供应。该县成
立了水、电、气、暖和通信应急服务队
伍，加大巡护频次，确保正常运行。做
好能源物资储备，动态保持 15 天以上
煤炭储备量、7 天以上燃气储备量。对
群众因疫情防控无法外出交费的情
况，推行上门服务、线上服务，确保不
因欠费而影响生活。

石家庄全力做好医疗
废物废水安全处置工作

1日至16日已安全收集处置医疗废物726吨

在这场疫情防控歼灭战中，
全市4050个农村党组织、
727个社区党组织,齐心构
筑防控疫情堡垒，20.1 万
名党员投身抗疫防疫一线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为
切实加强全市餐饮服务经营场所
疫情防控和食品安全，近日，石家
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市餐饮
服务经营者发出安全提示，要求
严格从业人员管理，严格餐饮操
作规范，严格冷链食品台账管理，
严格外卖食品质量管控。

针对从业人员，要求建立上
岗员工健康卡，掌握员工流动及
健康情况；加强人员出入管理和
健康监测，落实登记、测温、消毒、
查验健康码等防控措施；直接接
触冷链食品及其包装的从业人
员，应穿戴工作帽、一次性外科医
用口罩、手套和工作服，要根据岗
位需要穿戴相应的面屏、围裙、胶
靴等，做好个人防护。

餐饮操作规范方面，国外、省
外进入的冷链食品接触面、外包
装和用具进行经常清洗和消毒，
加强餐（饮）具、调味品容器的清
洁消毒。

冷链食品台账管理方面，严
格查验供货商的许可证和产品合
格证明。国外、省外进入我省的进

口冷链食品必须持有新冠肺炎核
酸检测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
报告，对发现不按规定贮存、运
输、使用、销售冷链食品、存在安
全隐患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依法处置。

外卖食品质量管控方面，网
络餐饮从业人员要全程佩戴口
罩，烹饪食品中心温度不得低于
70℃，禁止事先批量加工、裸露存
放，出餐的成品要立即装盒、封
装。网络餐饮服务经营户不得加
工、配送冷荤餐品。送餐人员要保
持个人卫生并佩戴口罩，使用安
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并定期进行
清洗消毒。鼓励网络平台、餐饮商
户采取“无接触”方式送餐。

同时，餐饮单位要建立健全疫
情防控应急处置方案。一旦发现有
病例或疑似新冠肺炎的异常状况
人员，必须实施内防扩散、外防输
出的防控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开展
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管
理、疫点消毒等工作，并对该人员
作业和出现的区域及其加工的冷
链食品进行采样和核酸检测。

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石家庄市
重点保供企业之一，石家庄北国人
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坚决贯彻落
实省市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
迅速启动防疫保供应急预案，全力
以赴保障市民的“菜篮子”。

1月20日凌晨2时许，位于石
家庄市西二环外的北国超市果蔬
配送中心灯火通明，来自市区和
各郊县北国超市门店的运输车辆
经过消杀、登记后，有序进入配送
中心。各个仓库的“码头”前排满
前来拉菜的车辆，工人们忙着将
一箱箱新鲜的蔬菜搬上车。“北国
超市果蔬配送中心担负着 33 个
市区北国超市门店以及 20 多个
郊县门店和社区小店的蔬菜水果
供应任务。”北国物流园总经理助
理张建伟说，从 1 月 6 日开始，配
送中心的订货量激增，最高时达
到每天 500 多吨，是日常供应量
的 5 倍以上。面对到岗人员少的
情况，北国超市果蔬配送中心迅
速研究解决方案，优先将急需的
蔬菜、米面油等民生物资进行分
拣配送，保证了市场的正常销售。

凛冽寒风中，北国超市果蔬

采购经理刘林忙着往车上搬菜，
还不忘询问超市人员“什么菜卖
得快，需要补货”。“得及时了解各
个超市的销售情况，根据市民的
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货源。”刘林
说，为了保障省会市民的蔬菜供
应和价格稳定，他们又新开辟了
邯郸、张家口和石家庄本地货源。

货源有保障，配送也给力。1
月 10日，石家庄市商超全部暂停
线下营业转入线上销售，实行网
上下单无接触配送。为确保市民
居家期间生活物资不断档，北人
集团迅速行动，从货源准备、落实
防疫措施、订单配送等方面进行
了全流程安排布置。北国超市所
有门店全部开通线上业务，以京
东到家、微粉群社区民生套餐等
模式，为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

为弥补配送人员的不足，北
人集团的员工自发请战，在疫情
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开着私
家车往返送货，确保准时把货品
送达市民手中。据统计，截至 1月
20 日，北人集团线上共接收市民
订单近60万单。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我们将
充分担当起骨干零售企业的责
任，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为打
赢疫情防控歼灭战贡献北人力
量。”北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春东说。

截至 1月 20日，北人集
团线上共接收市民订单
近60万单

▲1月20日，医护党员突击队在石家庄聚和远见社区为居民进行
核酸咽拭子采样。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1月9日，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在保利花园小区为需
要电费充值的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河北日报记者 张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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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任学光）医
疗废物、废水的安全处置是防止
病毒二次传播的重要保障。疫情
发生以来，石家庄市全力做好医
疗废物、废水的安全处置工作。
记者在石家庄市举行的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第12场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1 月 1 日至 16 日，全市
已累计及时、有效、安全收集处置
医疗废物726吨。

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新冠
肺炎患者收治定点医院、发热病
人筛查定点医院、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场所、发热门诊、发现确诊或
疑似病例的居民小区（村庄）、核
酸检测点产生的医疗废物（包括
口罩、防护服、隔离衣、手套等）和
生活垃圾，全部纳入新冠肺炎医
疗废物管理范围。涉疫医疗废物
实施 24 小时一清运，普通医疗废
物实施48小时一清运。

日常，石家庄市有4家医废处
置单位，处置能力 40 吨/日，主要
采用焚烧处置和微波消毒集中处
理两种方式。随着疫情形势的变
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体量
增加，全员核酸检测也产生了不
少医疗废物。针对医疗废物产生
量骤然增加的现状，经报请市政
府批准，又应急启动了两家新的
符合条件的应急处置单位，目前
石家庄市 6 家处置单位医疗废物
处置能力达到了 175 吨/日，能满
足医疗废物规范化处置要求。

加强医疗机构污水处理监
管，强化环境应急监测。加强对
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定点医院、发
热病人筛查定点医院、发热门诊
等三类医疗机构的污水处理监
管。目前，石家庄市上述三类医
疗机构均建有污水处理设施，并
且能够稳定运行。在疫情期间，
按照《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又增加了消毒杀菌措施，废
水处理达标后进入城镇污水处理
厂进行再次处理。

加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
污水消杀监管。已要求所有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产生的废水均
要在化粪池先行进行消毒处理，
投放含氯消毒剂，达到排放标准
后，方可排入市政管网或转运至
集中污水处理设施。目前，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场所均开展了对污
水的消毒杀菌工作，并且消毒杀
菌后的生活污水全部经城镇污水
处理厂进行了再次处理。

加强污水处理厂消杀处理工
作。目前，全市共有 27 家污水处
理厂收纳医疗废水和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场所的生活污水，且均已
在处理末端建设了消毒杀菌设
施。采取投加消毒剂、臭氧等措
施，对接收的污水再次进行深度
处理。市生态环境部门定期对其
开展监督性监测。从 1 月 6 日以
来监测的 3299 个数据来看，排放
结果均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