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抗疫、巾帼有我、抗击疫情、加油石家

庄……”1月12日，晋州张氏剪纸第五代传承人张清

菊剪了一套战疫剪纸，通过特殊的艺术呈现方式，展

示抗疫一线的生动画面，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记者 胡晓梅 摄

连日来，河北省不动产商会党支部组织各会员单

位，安排单位职工志愿者为群众采购急需生活用品，

保障百姓生活供给。 刘彦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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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静）1月13

日，石家庄市举行石家庄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9场新闻发

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总体情况。

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进展顺利

全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启动以来，总体运行平稳、

组织有力，正在按照时间进度

扎实推进。一是发挥“红色联

盟”作用。充分发挥街道（乡

镇）、社区党组织组建的“红色

联盟”平台作用，统筹协调党

建联席会议成员、兼职委员等

各支力量，挨家挨户宣传动

员，做好全部驻区单位人员的

采样组织工作。二是确保核

酸检测全覆盖。成立机关、企

事业单位核酸检测工作专班，

加强与辖区范围内中央、省、

市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

沟通联系，做好全部驻区单

位、企业、门店、商超、宾馆等

人员的采样组织，确保辖区范

围内人员应采尽采。将隔离

点全部纳入检测点，统一使用

软件平台完成采样送检，确保

工作全覆盖。三是整体工作

稳步推进。截至1月13日12

时，全市共设采集点 13701

个，累计采样 8215465 人；累

计送检7215771人；累计检测

5106782人。下一步，将继续

加快检测进度、提高检测质量、

推进全员覆盖，严密高效组织

好各环节工作，确保高质量完

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任务。

扎实稳步推进集
中隔离工作

针对所有阳性患者分布呈

局部高度聚集的特点，采取了

集中隔离措施，可有效阻断病

毒传播，特别是控制在家庭内

部的蔓延，还有利于加快核酸

检测速度，以便早发现早治

疗。一是深挖潜力设置集中隔

离点。主要采取改造酒店等场

所的方式进行，集中隔离场所

严格按照“三区两通道”设计，

医护人员按“清洁区—半污染

区—污染区”的流程布置工作

区域，医护通道与病患通道完

全分离，严密人防、物防、技防

措施。对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

象，安排单人单间居住；儿童、

孕产妇和患基础性疾病等人

群，根据观察点情况安排居

住。二是重点区域应隔尽隔。

藁城区增村镇小果庄村、刘家

佐村、南桥寨村是本次疫情的

重灾区，全体村民5437人（除

两人患严重基础性疾病，不宜

转移）已全部集中隔离，增村镇

正式启动第五轮全员核酸检

测。第三，加强隔离点管理。

严格落实健康监测、安保、消

毒、医疗垃圾集中回收处理等

要求，邀请国家卫健委专家采

取线上方式培训隔离点工作人

员。隔离点在保证水电暖基础

上，尽量满足洗澡、看电视等生

活需求。随着更多隔离点的陆

续投用，还将提供包括心理援

助在内的更多人性化服务。

当前切不可掉以轻心

石家庄市疾控中心微生物

所所长高伟利在会上介绍，最

近两天，许多市民收到了第二

轮核酸检测结果也是阴性的信

息，感觉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

地。最终，绝大多数人都会是

这个结果，大家紧绷的神经可

能逐渐放松了下来，经过两次

核酸检测后，急于回到原来的

生活状态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在这个阶段，切不可掉以轻

心，新冠疫情有着长期性、复杂

性、反复性等特点，石家庄在一

段时间内还会是高、中、低风险

区并存，零星的本地无症状感

染者、入境感染者、冷链污染等

危险因素并没有完全消除，风

险依然存在。

石家庄：重点区域实现应隔尽隔
截至1月13日12时，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累计采样8215465人

本报讯 从邢台市1月13

日下午举行的第七场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1月

13日14时，南宫市新增新冠肺

炎病例6例，累计确诊病例27

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累

计无症状感染者6例。除南宫

市外，其他县（市、区）没有疫情。

从1月12日开始，除南宫外，

其他19个县（市、区）进行第二轮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截至13日

12 时，全员核酸检测共采样

5731920 人份，检测出结果

2795079人份，结果全部为阴性，

1月14日全部完成任务并出结果。

邢台市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来订单啦”“来订单啦”……近日，宁晋县家乐园超市的

采购员李士涛接到客户线上下单任务后，立马推着购物车进

入超市。打开订单、定位商品位置、挑拣、装袋、称重、打

包……一会儿工夫，购物车里装满了顾客订购蔬菜和水果。

随后，这袋蔬菜在超市配送中心被装入外带塑料袋，并

按编码排好顺序，贴上配送单，

标明货物的配送信息。

5分钟后，配送员尹红岩将

蔬菜送到宁辉花园小区的顾客

手中。交接的完成，意味着这

袋蔬菜到家了。

(通讯员贾凡 温崇 胡盼
玲 周丽娜 记者王林红)

网购蔬菜到家了

本报讯(记者赵晓慧 通讯员李剑)按照省委、省政府安

排部署，针对目前河北省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推出了206款免费云产品和云服务，引导企业推行

协同研发、共享工厂、电子商务、远程服务、在线办公、网上

招聘、云培训、云会议等新型生产方式，减少人员流动和聚

集，提高生产效率，助力疫情防控。

206款免费云产品和云服务由河北省企业上云供给资

源池25家云服务商提供，涵盖了疫情防护、OA办公、财务

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品牌推广、

采购销售等各生产环节。

为方便企业使用，该厅依托河北移动“5G+工业互联

网”平台于1月11日开通了“河北省抗疫云产品平台”，对

206款免费云产品和云服务进行集中展示发布，河北省企业

可自行登录网址使用。地址：//www.hbiip-cmcc.com/

ycp/index.jhtml。

206款免费云产品
助力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

本报讯（记者张晨光 刘梦妍 刘潇）同
心战“疫”，同舟共“冀”。1月13日21∶40，

河南省援冀医疗队抵达河北省石家庄，支

援河北抗疫工作。

据了解，1月13日，接到国务院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通知

后，河南省卫健委立刻从郑州抽调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7家驻郑省直医院，以

及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郑州中心医

院等8家郑州市直单位共95人，组成河南

省援冀医疗队，于当日下午4时30分从郑

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出发，赶赴河北省

石家庄市支援抗疫工作。

在这支援冀医疗队中，80%都是去过

武汉的急救队员。2020年春天，河南省援

鄂医疗转运队曾主要负责把社区的患者转

到医院，把医院的重症患者送到指定医院。

本报讯（记者郭甜肖 张登峰）
星夜兼程，数千公里驰援。300只

羊、5000个药包……1月13日零

时，一批饱含着西藏阿里地区人民

深情厚谊的抗疫物资经转北京首

都国际机场后，经由公路运输，运

抵石家庄市，支援该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1994 年，中央确定

我省对口支援西藏阿里地区，重

点支援日土、札达两县。这次石

家庄部分县区发生疫情，牵动了

阿里各族干部群众的心。阿里

地委、行署积极筹集 5000 份藏

药九味防瘟香囊、300 只羊、40

吨冈仁波齐天然饮用水等疫情

保障物资。

记者了解到，近期由于防疫形

势严峻，阿里直飞石家庄正定机场

的航班关闭，阿里地区暂时指派专

人将相关物资运往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经过石家庄市多方协调，在

该市驻京联络处大力协助下，本批

物资经由公路运输，在第一时间安

全运抵石家庄。

本报讯（记者胡晓梅）1月

12日，省商务厅就做好住宿餐

饮等行业疫情防控工作有关事

项发布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加强住宿餐

饮行业疫情防疫工作。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严格落实商

务部印发的《餐饮服务单位新

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技术

指南》《展览活动新冠肺炎疫

情常态化防控技术指南》和省

防疫指挥部印发的新冠肺炎

防控技术要求，切实在住宿餐

饮业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人物同防”等防控措施。

要强化重点环节防控。指导

住宿、餐饮企业按照当地疫情

防控部门要求，做好经营场所

日常消杀工作，增加对卫生

间、门把手、电梯、空调系统等

相关设备的消杀频次。督促

企业严控食材采购流程，严格

执行操作规范，提供分餐制、

公勺公筷服务，确保食品卫

生、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各项要求。加强员工健康管

理。指导企业组织员工开展

全员核酸检测，做好管理、烹

饪、服务人员个人清洁卫生，

落实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

勤洗手、戴口罩等日常防控措

施，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做好与疫情

防控相关的各项住宿餐饮服

务保障工作。

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坚强保障。引导支持企业应

急保障。引导住宿餐饮企业

在做好企业防疫情况下履行

社会责任，积极搭建服务平

台。特别是石家庄、邢台、廊

坊市要全力支持企业积极主

动参与医护人员、隔离人员的

住宿餐饮服务保障。同时，引

导企业尽可能释放生产能力，

满足社会餐饮消费需求。要

积极对接民政等部门，协调网

络配送企业，为社会餐饮特别

是鳏寡孤独等特殊餐饮需求

者，提供安全、快捷、营养的团

餐配送服务。协调解决卡脖

子问题。要对接企业深入调

研，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

为防疫保障服务中的各种需

求，采取有效措施协调解决。

要把切实解决企业在食材采

购、物流运输、防控物资、线上

服务、线下配送等环节的实际

困难作为政府部门履职履责

的实绩标杆，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完善支持保障机制。各市

局要加强本辖区内商务系统、

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联系，密

切建立与接壤周边市局及县区

级商务部门、行业协会和重点

企业联系，及时将社会和防疫

保障需求推送至住宿餐饮企

业，形成扁平化协作联系机

制，全力以赴做好住宿餐饮行

业服务疫情防控保障工作。

确保疫情应急防控住宿餐

饮业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畅。

迅速建立本地行业数据库。要

在本通知接到之日起迅速摸清

辖区内住宿餐饮企业底数，建

立本辖区（以县、市、区为基本

区域规划）内住宿餐饮企业数

据库，并与接壤周边市局及县

区级商务部门建立数据推送联

系机制。加强重点企业数据监

测。要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强

化本地住宿餐饮行业监测工

作，及时了解信息。确保应急

防疫情况下对住宿餐饮需求的

保障。

尽可能释放生产能力 满足餐饮消费需求
省商务厅就做好住宿餐饮等行业疫情防控工作发布紧急通知

据新华社石家庄1月13日
电 记者13日从中铁十四局集团

滹沱河生态修复三期工程项目

部了解到，该项目部当日接到通

知参建石家庄市集中隔离点，施

工场地位于正定县文正大街诸

福屯镇固营村，占地约500亩。

基建部分完工后，3000套

集成房屋将在硬化的场地上迅

速拼装到位。这些集成房屋正

由唐山市陆续运抵正定县，预

计3天内可接连抵达。

为支援抗疫一线，唐山市

芦台经济开发区的三家集成房

屋生产企业正在加班加点生

产。这三家集成房屋生产企业

都曾在2020年初为武汉火神

山等医疗机构提供过集成房

屋。此次支援石家庄的集成房

屋每套面积为18平方米，采用

轻钢结构，具有运输便捷、安装

迅速、可回收利用等优点。

（记者戴小河、杨世尧、高
博、杜一方）

石家庄建设集中隔离点

本报讯（通讯员李瑞林 肖
佩锦 记者郭甜肖）1月 11日，

河北省委省直工委发出通知，

要求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做好

一线疫情防控人员关心关爱工

作，进一步凝聚广大党员干部

职工的抗疫力量。

通知要求，要做好重点人

员的关心关爱，对奋战在医疗

卫生、交通运输、安保维稳、市

场流通、物资供应等疫情防控

一线人员以及封闭管理、坚守

工作岗位的人员和驻村扶贫

人员，要及时准确了解他们的

工作、生活、家庭、身体和困

难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关心

关爱。

通知指出，要加强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

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各种方式，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做好思

想工作，缓解压力鼓舞士气；各

机关党委、工会要全面摸排在

一线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人员的

家庭情况，帮助解决生活困难，

解除一线人员的后顾之忧；对

驻村驻点和隔离人员，要与他

们保持经常联系，向他们提供

准确详细的信息，传递正能量，

为他们送去温暖。

通知强调，要保障一线疫

情防控人员的身心健康，充实

一线工作力量，科学合理安排

作息时间，加强生活服务和后

勤保障。充分发挥党组织和群

团组织优势，加强与一线人员、

居家隔离人员沟通交流，开展

心理疏导，减轻心理压力。

通知明确，要结合实际开

展慰问。省委省直工委、省直

工会将向各单位下拨慰问专

项资金，主要用于为党员干部

职工购买防疫物资、开展关心

关爱帮扶、发放慰问金或慰问

品等。

关心关爱一线疫情防控人员

西藏阿里援助物资运抵石家庄

本报讯（记者吴新光 通讯员 杨叁平）近日，石家庄以

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投入5000万元

款物，发起设立“连花呼吸健康公益行”项目。其中，1000

万元防疫物资将定向捐赠给医护、卫生防疫、志愿服务等一

线人员，支持河北疫情防控工作。

以岭药业计划通过实施“连花呼吸健康公益行”项目，向

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地区发放包括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咳片

以及连花清瘟爆珠、连花清瘟爆珠口罩、健康包等在内的连

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支持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并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开展特殊群体感冒和流感疾病防

治、药剂人员技能培训、大众呼吸系统疾病科普教育等工作。

以岭药业作为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企业、中国医

药上市公司20强企业、中国中药企业10强，积极承担社会

责任。2020年，以岭药业向中国红十字会累计捐赠价值

2000余万元连花清瘟胶囊等防疫物资用于疫情防控，为国

内国际抗疫作出了积极贡献。

以岭药业捐赠 1000 万元
防疫物资支持河北疫情防控

1 月 13 日零时，一批饱含着西藏阿里地区人民深情厚谊的抗疫

物资运抵石家庄市，支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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