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固安县马庄镇亿科甘薯产业示范园内，社员在忙
着插秧。时下，正是育苗和播种的关键期，在该县田间地头，
农民们正抢抓农时，积极开展育苗、播种。

河北日报通讯员 吴 迪摄

疫情之下，生命至上。逆行向前，披甲
上阵！他们，争分夺秒拼速度；他们，通宵达
旦战疫情；他们，攻坚克难保生产。

从按满红手印的请愿书到风雪中冻僵
的双手，从隔离点建设的争分夺秒到方舱
医院里回荡的温情歌声……

春雪不掩绿意，疫情不抵温情。在廊坊
人的抗疫日记里，有勇气，有汗水，有奉献，
有坚韧，却唯独没有退缩与妥协。

“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村落，每
一亩良田，都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平安。
平安，廊坊。廊坊，平安……”正如廊坊著名
诗人、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安育中新作
的诗中所言，所有廊坊人的坚守与奋斗，都
为了那一份平安。

那些逆行而上的平凡英雄

东沽港镇位于安次区最南端，与临近
的葛渔城镇都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自今
年3月14日起，东沽港镇淘河村、桃园村被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在到东沽港镇抗疫的队伍里，第一时
间抵达的安次区人民检察院3名干警引人
注目，他们是苏健鑫、纪洪林和陈磊，3 人
建了个微信群叫“逆行兄弟”。

大哥苏健鑫的防护服上面写着“有儿
有女大苏哥”，凌晨他告别妻子时，1 岁多
的儿子因为连日肠胃炎还哭闹不止。二哥
纪洪林是一名退役军人，他说：“在疫情面
前，穿上防护服就是战士。”“逆行兄弟”的
老幺陈磊家中有4人都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母亲在核酸检测工作中做志愿者，弟弟
往返于中高风险区参与消杀工作，弟媳在
发热门诊坚守。“一家人始终坚信，只要同
心协力，一定能战胜疫情。”陈磊说。

“我是退役军人，这个时候不上我真不
踏实！”香河县人民法院派驻执行局法警李
明辉 3月 15日向组织递交请战书。受疫情
影响，李明辉暂时被封控在老家。眼看其他
干警奋战在一线，他寝食难安，毅然通过微
信递交请战书，同单位近 100 名干警也纷
纷请缨。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军人，义不
容辞！”……疫情袭来时，这些铿锵的话语
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在永清有一对90后年轻夫妻，疫情来
临之际，二人放下未满4岁的孩子，双双坚
守工作岗位。丈夫刘鹏飞为廊坊日报社职
员，目前在市委重点工作大督查驻永清县
督查组工作，他做完手术时间不长，但十几
天来坚持在各个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点
等实地督导检查。妻子刘腾是永清县公安
局一名辅警，随机在城区各重要卡口值班。3
月17日上午，小夫妻俩在永清县某个路口
不期而遇，却只能远远地打手势互致问候。

在安次区调河头镇洛图庄三村，一位
带着红袖标的独臂老人在村街出入口为行
人测体温、检查证件，核酸检测时帮助维持
秩序——他就是72岁的老党员苏汉起，肢
体三级残疾。疫情当前，他挺身而出：“我干
活不如你们麻利，但我是党员，这些是我应
该做的！”

点点萤火，汇成星河。全市广大医务人
员白衣执甲，一面奔赴定点医院救治病患，
一面保障百姓日常诊疗需求，不分昼夜轮
番上阵进行核酸检测；廊坊交警启动环京
路疫情防控安全检查卡点26个，配合卫健
部门对通行车辆进行指挥、引导，全力保障
能源物资应急运输及救护车辆的快速通
行；廊坊消防专门组建疫情专业处置队，对
主城区定点救治医院、集中隔离点、发热病
患集中收治场所的公共区域等进行不间断
消杀……全市上下一盘棋，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那些逆行而上的英雄，用凡人之躯挑
起千钧重担。

那些温暖城市的感人瞬间

3 月 19 日，三河市迎宾北路街道居民
佘女士和母亲顺利到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天坛医院看病。“要不是三河市各部门
的帮助，我母亲不可能这么快到北京看病，
一旦被耽搁，后果不敢想象。”她说。

在前一天，佘女士的母亲病情加重，需
要紧急就医。迎宾北路街道工作人员及派
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她家中，连夜与北京有
关单位及天坛医院沟通联系，开通绿色紧
急通道，安排救护车将她们送至北京。

三河市在全力做好日常防控工作的同
时，全面摸排群众诉求，特别是鳏寡孤独家

庭、待分娩孕妇，以及就医、买药、丧葬等其
他突发事件，特事特办、真心帮办，全力保
障群众正常生活。

3 月 20 日 22 时，经过 6 个小时的长途
跋涉，广阳区南尖塔镇馨宝华社区党支部
书记王思欢和一名志愿者轮流驾车，将廊
坊第二十五小的六年级学生尹振坤送到山
东潍坊。

原来，尹振坤的父亲在北京工作，母亲
带着家中老二回老家山东潍坊办事无法返
回，只留下11岁的儿子尹振坤独自在馨宝
华社区宝石花苑小区居住。这一情况被包
联单元的党员干部、广阳区委老干部局朱
学平获悉后，社区立刻对孩子开启了全方

位照护。
“我们上门给孩子送去必备的口罩、水

果、牛奶等，每天定时送饭，不定时去看看
孩子，但长期独居也不是个法儿。通过和孩
子父母商量，孩子10轮核酸检测结果出来
以后，我们把他送到了妈妈身边。”王思
欢说。

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广阳区全体
党员干部按照全区持续深化“党员串门、纾
困解题”活动要求，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疫
情防控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打电话、发
群消息等方式积极联系包联群众，为居民
解决困难和问题。

冬日寒风、雨雪冰冻，抵挡不住爱心的
热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演绎着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为应对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廊坊、沧州
多地采取封控措施，14 辆货车滞留在 381
省道(津保公路)大城县与任丘市交界处。
看着司机们风餐露宿，大城县 3 位热心妯
娌自发在路边做起饭菜，每天两顿，缓解了
司机们的困守之苦。

三妯娌的大嫂刘美燕是大城县大尚屯
镇邵庄村村民，与表妯娌赵旭杰、叔伯妯娌
高雪娇同村，临着国道居住。看到路边有排
成队的滞留货车，司机们吃住无着，刘美燕
和两个弟妹商量为司机们做饭送饭。3 人
发动家人一起动手，在家门前支起了锅灶，
购买了一次性餐具。3月 17日晚上，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忙碌，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
送到了外地司机的手上……

黑夜里，总会有人为你点亮一盏明灯。
廊坊市第十八小学二年级学生尹佳佑

每次下楼做核酸，都举着一面鲜红的国旗，
为家乡加油鼓劲；固安县为集中隔离学生
们的供餐不仅荤素搭配，每周还安排甜点、
汉堡、鸡腿等小朋友们喜爱的食物；蔚来汽
车、廊坊银行、润泽科技、河北谊安奥美等
一批爱心企业捐款捐物，助力廊坊渡过难
关……因为这一个个感人的瞬间，城市变
得温暖而充满希望。

医护和小患者在做游戏，患者主动帮
工作人员分发食物，学生们自发组织起“快
乐小队”跳起兔子舞……这是廊坊首座方
舱医院里出现的温馨画面。

3 月 17 日，廊坊首个方舱医院经过 48
个小时的紧急改建，正式在开发区会展中
心启用。医院内集结了来自省医大一、二、
三、四院和省人民医院、胸科医院、儿童医
院的 7 支省级医疗队伍，拥有呼吸、重症、
儿科、中医等领域的215名医疗专家。

“我这个症状很轻，只是偶尔咳嗽，医
生给开了中药，相信病很快就能好！医院对
我们的照顾也越来越周到，每顿饭有肉有
菜，还给免费发放牛奶、水果。”一位来自安
次区葛渔城镇的 65 岁老人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

疫情防控一刻不松懈，正常生产也一
天不能中断。

3 月 20 日凌晨，满载空调出风口零部
件的运输车队驶离廊坊开发区依工汽车公
司，这批货物将被运输到保定长城汽车生
产基地。“我们公司在廊坊开发区的帮助
下，组织员工驻厂生产，目前生产平稳，订
单生产可以保障供应。”依工汽车公司生产
主管王海林说。

汽车零部件产业是廊坊开发区支柱产
业之一，开发区内有30家企业是北京奔驰、
长城汽车的生产供应商。本轮疫情发生以
来，廊坊开发区每日实时掌握这些企业的
生产运行情况，聚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
重点问题，建立《服务企业协调解决问题台
账》，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目前，这30
家供应企业已组织员工驻厂封闭管理，驻
厂员工共计3816人，实现了封闭不停产。

上图：近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援廊医疗队在廊坊市方舱
医院问诊。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洋洋摄

中图：近日，民警在安次区检疫点冒雪执勤。
河北日报通讯员 刘 向摄

下图：安次区独臂党员苏汉起参与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河北日报通讯员 郝 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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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战疫一线最可爱的人
——廊坊广大干部群众投身疫情防控群像扫描

河北日报记者 解丽达 孟宪峰 周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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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优化退税服务为企业解困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丁彦志 记者周
禹佳）3月22日，廊坊市方舱医院临时党委
正式成立，224 名党员分别被编入指挥部
党支部和7个医疗区党支部。“方舱医院里
的每一名党员都要发挥好党员的模范带头
作用。”方舱医院临时党委委员王廷桥说，
党员医务工作者要当好救治服务的排头
兵，党员患者要当好方舱医院和谐安定的

“压舱石”。
疫情发生以来，廊坊市委充分发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把堡垒建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让党旗
高高飘扬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截至目前，全
市已组建临时党支部3500多个，成立党员
突击队3700多支，设立党员先锋岗7800多
个，9.9万名党员投身疫情防控一线。

廊坊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下发《关
于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通
知》《致全市广大年轻干部和选调生的倡
议书》等，向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干部发出了疫情防控的“动员令”

“集结号”，动员各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
员干部在大战大考中践行初心使命、交
上合格答卷，让党旗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高高飘扬。

政策宣传、排查登记、核酸检测、卫生
消杀、保供服务、心理疏导……在此次疫情
防控一线的各个岗位上，到处都有共产党
员不知疲倦的身影，每一处高高飘扬着的
鲜红党旗，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歼灭战的“主心骨”。

安次区葛渔城镇是本轮廊坊疫情的唯
一高风险地区。安次区消防救援大队银河
南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周阔带领 12 人的突
击队，连夜展开消杀作业。防疫点、隔离观
察区，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
周阔的身影。他说，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就
应该冲锋在前，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奋
不顾身。

廊坊市博奥酒店是此次疫情的隔离点
之一。在临时党支部7名党员的带领下，15
名工作人员连续多天超负荷工作，耐心细
致地搞好各项服务，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隔
离人员的信任和支持。

充分发挥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
联系群众优势，廊坊市在此次疫情防控
中实行了网格管理。他们健全包片科级

干部—包村（社区）干部—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村（社区）“两委”—党员和村

（居）民代表的“五级联动”网格体系，党
员干部带动 6.5 万名网格员坚守疫情防
控一线，延伸了防控链条，确保了防控责
任全覆盖。

廊坊市县两级组织部门还采取分级负
责、组织推荐、个人自愿、点名抽调的办法，
对全市村街（社区）、各类交通检查点、隔离
点、方舱医院等均抽调1名以上机关干部包
联，统筹调配医护人员和公安干警做好相
关工作。目前，全市共有2.3万名机关干部、
1.7万名医护人员、9000余名公安干警下沉
一线。特别是对25个驻市区的隔离点、疫情
较重的安次区两个镇共46个村街，全部抽
调市直部门处级干部带队包联。

筑牢“红色堡垒”，织密“红色网格”，凝
聚“红色力量”，廊坊市3500多个临时党支
部、9.9 万名党员奋战在疫情防控最前沿，
全力以赴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截至目前，廊
坊市本轮疫情上升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
进入了稳定下行阶段。

筑牢“红色堡垒” 织密“红色网格” 凝聚“红色力量”

9.9万名党员奋战疫情防控最前沿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郭京
泉 记者孟宪峰）3月19日，位
于廊坊市安次区南部的廊坊

“火眼”实验室全部建成投入使
用，日最高检测样本量达到 2 万单管以上，按照 10 混 1 的检测方
式，实验室每日最高检测样本量达到20万人份。

为有效应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廊坊市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措施，全力阻止疫情扩散蔓延。

为快速增强核酸检测力量，3月14日晚，廊坊市决定建设专业
核酸检测实验室——“火眼”实验室。本次驰援廊坊的翼舱及方舱版

“火眼”实验室具备迅速响应、迅速移动、迅速投用的特点，大大加快
了建设实验室的速度，可以迅速提高检测能力。3月15日，两辆翼舱
版“火眼”实验室投入使用，日最高检测样本量达到1万单管以上。3
月18日，方舱版“火眼”实验室搭建完成，于3月19日正式投入使用，
廊坊“火眼”实验室的日最高检测样本量提升至2万单管以上。

廊坊“火眼”实验室技术总负责人王云芳介绍，在技术人员的
协助下，所有医务工作者已经完成对生物安全知识、仪器设备使用
注意事项等方面的工作梳理和培训。在实验人员轮班的情况下，
实验室能够24小时运转。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华峥、刘欣羽 记者周禹佳）“这笔退税款
不仅是我们经营下去的资金来源，也更加坚定了我们民营企业在
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共克时艰的信心。感谢永清县税务局对我们的
帮助！”日前，永清熙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张振朋激
动地说。面对严峻的疫情形势，永清县税务局主动作为，依托远程
帮办、电子税务局等“非接触式”服务方式，优化退税服务，坚决做
到疫情防控与税费服务两手抓、两手硬，切实为纳税人纾难解困。

受疫情影响，永清熙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工复产计划暂
停，对公司相关工程款项的支付造成了困难。3月21日，永清县税
务局工作人员了解到该公司实际情况后，及时按照政策帮助企业申
请留抵退税，并积极协调税政、办税厅、收入核算等部门，仅用2个工
作日就完成了从发起到审批的退税流程，比6个工作日的办结时限
缩短4天，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聚焦“创品牌、优服务、减负担、促满意”目标，永清县税务局积
极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优化退税流程、压缩退税时间，出口退
税网上办、留抵退税跟踪办，确保纳税人及时享受税收红利，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

廊坊“火眼”实验室投入使用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王阳、郭京泉 记者周禹佳）为切实满足
疫情防控期间隔离场所需求，及时有效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廊坊市
成立了隔离工作专班建设改造组，由廊坊市住建局牵头，会同安次
区政府、市卫健委、市应急管理局合力推进工程建设，倒排工期、昼
夜施工，全速推进杨税务民兵训练基地新建隔离点、安次高新园区
安美路新建隔离点、富智康公寓改造项目、龙河新建隔离点4个隔
离点项目建设。目前，3个隔离场所已交付使用。

杨税务民兵训练基地隔离点项目占地 43339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26440平方米，由1500多套集成房屋组成，建成后将设置隔
离房间920间，每间都配备单独的淋浴间和基本生活用品。目前，
已全部交付使用。

在安次区安大道和安美路交会处，廊坊市容量最大的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场所——安次高新园区安美路隔离点目前也已全部交
付使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 5.7 万平方米，拟建设隔离房间 1944
个，宿舍和办公房间各84间，按照“交钥匙工程”“一人一间集成卫
浴”高标准建设。14个双层U型隔离单元的所有箱体都是在厂里
完成预制拼装，现场直接吊装就位即可。

富智康公寓改造项目共改造房间 1212间，其中隔离房间 990
间，目前，已全部改造完成并交付使用。“我们对宿舍楼房间逐个进
行了改造优化，包括对电器线路进行改造、水管维修、增加热水器
等，满足隔离人员日常生活需求。”建设单位中建一局廊坊城市公
司副总经理张宇辉介绍。

龙河隔离点新建项目现场正在如火如荼地施工。该项目占地
约375亩，设置隔离房间3066间，办公、住宿等配套用房2276间。

全市新改建4个隔离场所

日最高检测样本量达

到2万单管以上

廊坊临空经济区航空
物流区市民服务中心通水

扫码看视频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周丽梅、周钰晗 记者孟宪峰）近日，随着
管网水质检测合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廊坊片区（以下
简称“廊坊临空经济区”）航空物流区市民服务中心正式通水。

廊坊市清泉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克服疫情防控困难，提前30天
完成了加压站至临空大道的供水管网建设，打通了廊坊临空经济
区航空物流区的供水“大动脉”。

廊坊临空经济区供水保障项目是实现廊坊市南水北调工程水
资源优化配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要基础设施。廊坊市清泉供
水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廊坊临空经济区供水工程项目，其
中，科技创新区地表水厂供水总规模8.5万立方米/日，分期建设，
一期项目总投资 22799.68万元；航空物流区加压站供水规模 5万
立方米/日，项目总投资5015.14万元。如今，航空物流区市民服务
中心已得到实质性供水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