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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责任担当

本报讯 自 1月 4日拉响
疫情防控警报以来，高新投
控子集团公司高新智慧运营
集团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勇
于担当，积极投身到疫情防
控一线，通过到站点执勤、核
酸检测、守护隔离酒店及卡
口值守等工作，以实际行动
和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展
现国企担当。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高新智慧运营集团根
据投控集团党委工作部署，迅
速组织防控一线小组 120余
人在科学大道出入口全天候
24小时四组三班轮流值班，
与交警、公安、医护人员联防
联控，全力守好疫情防控“前
哨”，“坚决筑牢”疫情防线。

当好先锋，彰显“红色担
当”。在接到下沉隔离酒店任
务后，高新智慧运营集团机
关支部书记吴全兴立刻组织
志愿者赶往高新假日酒店参
与防疫工作，从安全防护、后
勤保障等方面，用心用情、积
极主动，勇于担当做好隔离
酒店保障工作，为酒店隔离
人员筑起一道坚实防线。

抗击疫情，志愿有我。
高新智慧运营集团积极响应
疫情防控部署和要求，发动
本部及下属子公司党员、群
众下沉到封控区明镜台停车
场、电厂路漳河路口、志明汽
修及东风路口设立疫情防控

站点开展疫情防控值守，筑
牢疫情防控坚固防线，把初
心写在行动上，把使命落在
岗位上。

“疫”往无前，共克时
艰。自全民核酸检测开展以
来，高新智慧运营集团办公
服务中心迅速组成志愿服务
队，主动承担起枫杨办事处
南部片区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工作，为坚决打赢这场战
“疫”贡献力量，截至目前已
完成5轮核酸检测服务。

助力疫情防控，开展核
酸检测废弃物收运。为助力
疫情防控，阻断病毒传播，合
理规范收运大量检测废弃
物：废弃检测棒、口罩、防护
服……高新智慧运营集团旗
下高新环保公司根据区内核
酸检测废弃物分布情况，严
格落实核酸检测废弃物“应
收尽收”“日产日清”要求，把
好核酸检测废弃物收运的重
要关口，牢牢守住这关键的
最后一环。

高新投控，同心抗疫。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工作，
高新智慧运营集团上下同
心，形成了党员带头、勇于担
当、勇于争先的防控劲头，以
实际行动彻夜筑起群防群控
抵御疫情的坚固防线，全力
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杜宁宇 文/图

郑州高新区多措并举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 1月10日，记者
从高新区社会事业局获悉，
为应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
情形势，全局上下守职尽
责，坚守在一线岗位，织
密织牢疫情防控网，同心
协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全面
工作。

周密部署，精准施策。
1月 3日，郑州市发现 2例无
症状感染者，高新区社会事
业系统闻令而动，立即在医
疗、教育、文化旅游、养老、
民政、体育等管理场所启
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根据疫情防控形势
和社会事业系统实际情
况，周密制定防疫措施，统
筹各方支援力量开展疫情
防控，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扎实推进。

合是一束光，散是一张
网。1月7日，为保障全民核
酸检测顺利进行，高新区党
工委号召机关人员下沉社区
开展志愿服务，医疗保障中
心17人立即响应全员报名上
阵，科室负责人姜岗岗表示：
“我们留两人值守大厅，确保
群众的医保业务正常办理；
剩余一半人下沉社区助力核
酸检测，一半人下沉参与社
会面管控，大家齐心协力，科

学快速，一定能把这波疫情
就地摁死扑灭。”

疫情出现苗头后，社会
事业系统全体干部职工闻
令而动，立即奔赴一线，携
手抗疫，有的在做紧密流
调，有的在紧急调配医护力
量，有的在不间断检查发热
药品下架情况，有的在封停
校外培训机构……全局上
下自觉开启“007”工作模
式，职责明晰、分工明确，全
面铺开社会事业系统抗疫
防护网，各司其职、密切配
合，实行全天候保障防控，
坚决阻断疫情大面积传染
途径。

火线支援，齐心抗疫。
了解到社会事业系统人员
少，一线排查任务量大的实
际情况后，在党工委、管委
会的指导下，党政办公室、
人力资源局、农业农村局、
数智治理中心、石佛园区等
兄弟部门火线支援，迅速下
沉到一线。

同一座城市，同样的坚
守，兄弟部门的全力支持凝
聚起社会事业系统抗疫的
强大合力，增强了疫情防控
阻断战的信心和决心。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李炎 文/图

核酸检测现场 俩孩子没认出“大白”妈妈
本报讯“核酸检测完，两个孩子

都说谢谢阿姨，没认出来给他们做检
测的是妈妈，还说这次核酸检测阿姨
很温柔……”

1月 7日，在高新区通和社区，市
民刘辉带着 9岁的儿子和 7岁的女儿
下楼做核酸检测，恰巧偶遇了身穿防
护服正在给居民做核酸检测的妻子。

“特别巧，当天的采集点位恰巧
在我们家所在的小区。”当时带着孩
子到妻子跟前时，孩子竟把妈妈叫成
了阿姨，让刘先生鼻子一酸，也有些
哭笑不得。

由于妻子全身包裹在严密的防护
服下，只露出眼睛，孩子没有认出是妈
妈。刘辉说，采集完之后，儿子还偷偷
给我说，这次核酸检测的阿姨很温柔，
技术很好。

刘辉介绍，由于妻子在医院工作，
平时十分忙碌，本轮疫情暴发后，妻子
每天早上 6点不到就出门上班，晚上
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只有中午休息
时可以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这场特
殊的见面，妻子不是以母亲的身份，而
是抗疫一线的护士，“她还是第一次为
自己的孩子采样”。

刘辉表示，之所以没有告诉孩子
眼前的人就是妈妈，是担心影响妻子
工作，疫情当前，居民还都在寒风中排
队，孩子好几天没看见妈妈了，如果知
道眼前的人是妈妈，一定会影响她们
的核酸采集进度，便没有告诉孩子。
刘辉表示，虽然有点心酸，但是作为家
属，非常理解妻子的辛苦。

“家人在一线，穿上防护服以后，
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作为家
属，是会全力支持的，毕竟这不是一个
人的事情。”刘辉告诉记者，此前武汉

疫情时，妻子还曾参与援鄂医疗队伍，
当时女儿只有5岁，每天都会问“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现在孩子长大了，也
懂事了，儿子和女儿经常会给妈妈打
电话，关心妈妈累不累。在孩子眼里，
妈妈是一个敢于担当，勇敢的人。

网友纷纷留言：“泪目了，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
行”。也有网友表示，“她们也想在家
陪孩子老人，为了大家，没办法，辛苦
了，白衣天使！”
记者 孙庆辉 文/图

高新区开辟核酸检测绿色通道
让居家上网课的孩子“被温柔以待”

本报讯“请各点位负责人针对
居家上网课的学生，通知于今天（10
日）中午 12~14时时间段进行核酸
检测。如若条件允许的点位，可增
设学生专用通道，各点位根据实际
情况统筹安排，也请辖区居民给予
支持和理解。”近日，郑州高新区梧
桐办事处为上网课的学生们开通
核酸检测绿色通道，专门对核酸检
测现场做出调整，并向各检测点及
居民业主群里发了通知。

通知发出后，不少孩子在志愿
者的指引下做到了随到随做，5分钟
左右就能完成采样，快捷有序。

据郑州高新区贾庄社区检测点
志愿者介绍，学生们可以一早赶来
做核酸检测采样，采样点优先安
排。另外，学生也可以趁课间休息
或中午时间来采样，采样点也会开
辟便捷快速的绿色通道，保障最短
时间采完。

“一开始还很担心，正听着课突
然通知去做核酸怎么办？现在社区
专门为学生开辟了绿色通道，非常
人性化，解了学生的后顾之忧。”贾
庄社区的张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郭佳雨 文/图

感动！
你跪地救人的样子
真帅

本报讯 1月 8日下午，郑州高
新区沟赵办事处祥营小区一老人突
发疾病晕倒。正在该小区进行核酸
检测的医护人员孔祥旭、夏玉对立
即对晕倒老人进行急救。随后 120
赶到将老人妥善送往医院。

据了解，孔祥旭、夏玉对是新乡
市中心医院支援高新区沟赵办事处
核酸检测工作的医生。

当天夜里，从沟赵办事处工作
人员处获悉，老人已经被抢救过来，
但仍在重症监护室观察。

据老人家人描述，当时并没有
家人在老人身旁。非常感谢两位医
护人员的奋力抢救，现场救治非常
关键，如果没有他们的跪地救援，后
果不堪设想。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闫彩彦 文/图

不漏一户一人
流动三轮核酸检测车在高新区上线

本报讯 三九隆冬，寒风凛
冽。在一年中最冷的时节，疫情
再次反扑。高新区连续在 5日、
7日、8日、9日、10日进行了多轮
全员核酸检测。在双桥办事处
岳岗村检测现场，一辆针对老弱
病残、行动不便的人员流动三轮
核酸检测车格外引人注目。

连日来，这辆流动三轮核酸
检测车走街串巷，深入田间地
头，连续为 300余例老弱病残、
行动不便的村民完成咽拭子采
样任务，所到之处受到群众伸出
拇指点赞，切实做到了岳岗村核
酸检测不留死角、不漏一人。

据流动三轮核酸检测车的
组织者、岳岗村党委书记王灵法
介绍，岳岗村采用固定检测站点
与流动检测车相结合，针对老弱
病残、行动不便的人员，岳岗村
专门组织志愿者和医护人员，成
立了流动采集小组，上门为他们
做核酸采样，让核酸检测服务更
加有温度。

岳岗村党员志愿者们牢记
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配合
医务工作者做好测体温、维持
秩序、登记信息、一米线距离、
戴口罩、宣传引导等工作，各个
环节实现不空挡，同时给坚守
在严寒中的白衣天使送去取暖
神器，优先保证医务工作者的
正常饮食，有力保证了全民核
酸检测工作的有序进行，彰显
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让党
旗飘扬在核酸检测一线，为辖
区村民筑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
“红色”防疫屏障。

除了创新流动检测车外，岳
岗村党委、志愿者对前来采样的
医护人员也是倍加呵护，他们自
制取暖神器，为医护人员绑腿、
敷肚，优先保证医务人员的热饮
热食……一大波暖心措施有力
保障了岳岗村全员核酸检测工
作的有序进行。
记者 孙庆辉
高新时报 方宝岭 文/图

粥香暖人心 佳节情更浓

本报讯 1月10日，农历腊月
初八，郑州公交第一运营公司四
车队开展暖心志愿活动，为那些
在寒冬里的一线工作者送上香甜
的腊八粥，希望热腾腾的腊八粥
可以驱散他们冬日的严寒。

早上 5点多天还未亮，志愿者
就将精心准备的红豆、麦仁、黑米等
谷物类食材放入锅内，开始熬煮腊
八粥，经过4个小时的轮换看守、添
水、搅拌，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终于新
鲜出炉并打包完毕。同时志愿者们
还提前准备了一些口罩送给防疫路
上坚守的每一个环卫工人、外卖员
和快递员，在带给他们节日温暖的
同时也能为疫情期间辛勤付出的人

们添加一层防护屏障。
“没想到我们工作之余还可

以喝上香甜的腊八粥，感谢咱们
的公交人，也谢谢你们送的爱心
口罩！”手捧腊八粥的环卫工人
李师傅向志愿者表达着谢意。

长久以来，郑州公交第一运
营公司四车队坚持为夏日酷暑和
冬日严寒里的坚守者们“送清凉
和温暖”。“送腊八粥这已经是第4
个年头了，希望这份香甜又温热
的腊八粥能表达我们对环卫工人
的敬意，以后我们还会继续搞这
样的活动，将这份爱心继续延续
下去。”志愿者姚彬华表示。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冯博 文/图

抗同心

高新投控 同心抗疫
主动作为 当好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