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 10日晚，郑
州航空港实验区清河办事处
党工委举办以“众志成城抗
疫情，浓墨重彩写人生”为
主题的疫情防控先进典型
人物事迹宣讲会。办事处
全体班子成员、中层正职和
各村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来自办事处机关和各村
的 30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近期自
己参加办事处疫情防控工作
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他们中
有冲锋一线的党员干部，也
有幕后工作的无名英雄，还
有无私奉献的志愿者。

4月中旬，航空港实验区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他们逆
行而上，舍小家为大家，毅

然决然投入到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中，有的采集信
息，有的维护秩序，有的转
运样本，还有的值守卡口，
他们用行动践行初心，用忠
诚献身使命，为疫情防控工
作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他们的事迹感人肺腑、
催人奋进，充分展现了新时
代清河人不惧艰险、迎难而
上、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

清河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王志强号召全办事处党员干
部要以先进为榜样，以典型为
标杆，担当作为、奋发进取，为
办事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不断作出新贡献。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田佰山 杨现荣

清河办事处
宣讲先进事迹 激励争先出彩

谢谢！每一位奋战“疫”线的你

本报讯 近日，支援航空港实
验区冯堂办事处大辛庄村核酸检
测工作的新郑市天佑中医院医护
人员返程前夕，村民们给“白衣天
使”送来一筐筐草莓表示感谢。

航空港实验区疫情发生时，
天佑中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大辛
庄村，风雨无阻、恪尽职守，为
群众做检测核酸，还前往隔离人
员家中采集样本，帮助完成 19轮
核酸检测任务，并采集样本14500
多人次。

欢送仪式上，大辛庄村党支
部书记王金盈和党群工作部驻大
辛庄村工作队队员分别代表村委
会和党群工作部向各医疗队赠送

锦旗以表感谢。
得知近段时间守护大家的

“白衣天使”要回去，不少群众拿
着新采摘的大辛庄村特产草莓前
来欢送。现场，乡亲们端着一筐
筐红彤彤、香香甜甜的草莓递到
“白衣天使”手里。

“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逆
行出征，全力以赴，连续作战，用
仁爱之心和无限热忱为村民的健
康保驾护航，圆满完成了任务。
医护人员与大辛庄村的群众产生
了深厚友谊，希望他们以后常来
大辛庄村做客。”王金盈说。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李海晟 文/图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 IT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为前
来支援开展核酸检测工作的开封
市中心医院、开封市中医院、河南
大学淮河医院、开封市人民医院的
149名医护人员举行欢送仪式。

航空港实验区疫情暴发以
来，开封市组织了 4支医疗队伍
149名医护人员奔赴航空港实验
区，支援 IT社区开展核酸检测工
作。他们背起行囊、戴上护目镜、

穿上防护服，坚定地投入到航空
港实验区疫情防控中，到群众最
需要的地方去。他们不畏艰辛、
勇于奉献，积极奋战在社区疫情
防控一线，协助 IT社区圆满完成
20轮核酸检测任务，采集样本174
万多人次。

欢送仪式上，航空港实验区
IT 社区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
主任王兴为医护人员送上了鲜
花和感谢信，向他们表达了真

挚的谢意：“感谢广大医护人员
的倾力支持，你们秉持着对群
众生命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
积极协助我们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正是你们的无私奉献和支
持，帮我们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提供了强大的力量支持。”王
兴还向广大医护人员发出诚挚
邀请，期待他们在疫情结束后
前来做客。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陈洁

IT产业园社区 待到疫情结束 欢迎再来做客

本报讯 近日，驰援航空港实
验区新港办事处核酸检测工作的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开封市
妇产医院的50名医护人员圆满完
成任务，返程前夕，新港办事处为
这群可爱的“白衣天使”举行欢送
仪式。

两支医疗队伍于 4月 16日星
夜赶赴新港办事处以来，风雨无阻、
尽心尽责，始终奋战在村、社区、企

业等核酸检测一线点位，共帮助办
事处圆满完成核酸检测任务17轮，
采集样本478800余人次。

仪式上，新港办事处党工委书
记路智永代表办事处和辖区群众向
两支医疗队伍分别赠送了锦旗，向
医护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崇
高敬意。他说，面对艰巨任务、严
峻考验，医护人员舍小家顾大家，
逆行出征，全力以赴、连续作战，用

精湛医术、仁爱之心和无限热忱为
辖区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得到了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和好
评，赢得了属于“白衣天使”的殊
荣。希望他们平安到家后，加强休
息、安心休整，迅速恢复身体和精
神状态，并诚挚邀请他们疫情过后
到航空港区、到新港办事处做客。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薛明亮 李景云

新港办事处 风雨同舟共抗疫 真诚致谢送锦旗

本报讯 近日，郑州航空港实
验区银河办事处广大干部职工满
怀感恩之心和依依不舍之情，为
驰援银河办事处核酸检测工作的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和新郑市妇
幼保健院的32名医护人员举行欢
送仪式。

在航空港实验区疫情防控最

吃紧、医护人员最紧缺时，两支医
疗队伍义无反顾地赶赴银河办事
处，投身到了抗疫最前沿，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决战。特别是在最艰
难、最关键的时刻，可爱的“大白”
们每天凌晨4点起床，穿着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顶风冒雨连续高强
度开展核酸检测工作，再苦再累

也毫无怨言。截至 5月 3日下午，
他们共帮助办事处圆满完成核酸
检测任务 19轮，采集样本 684000
余人次。

欢送仪式上，银河办事处党工
委书记杨振国、办事处主任赵淼代
表办事处和辖区群众向两支医疗
队伍分别赠送了鲜花、水杯、感谢
信，为她们颁发了“最美医护工作
者”荣誉证书，向医务人员表示最
诚挚的感谢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代表银河办事处党工委对
你们的鼎力协助表示诚挚感谢。”
杨振国说，大考面前见大爱，危机
面前见真情，在抗疫大战大考紧要
时刻，两支医疗队第一时间赶赴
“抗疫战场”，与疫情抗争，用奉献、
坚韧和担当，用付出、心血和汗水，
为群众织出一道安全防线，呈现出
精益求精的专业素能、无私奉献的
高尚品质、通力协作的团结精神。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常瑞芳 文/图

银河办事处 最美的花送给最美的你

本报讯 5月 10日下午，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银河办事
处举办了以“抗疫有我 铁肩
担使命 战‘疫’守初心”为主
题的先进事迹交流会。办事
处各部门负责人、11个村宣
传专干、志愿者、物业人员共
计 29人参加了会议。交流
会上，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抗
疫故事，谈心得、谈体会。

从这次交流会上可看到
银河人主动担当、冲锋在前、
全民行动、共同抗疫的强大信
心，可以看到银河人舍小家顾
大家守护着银河的平安，可以
看到银河人砥砺“人民至上”
的为民之心、砥砺“重于泰山”
的责任之心、砥砺“坚如磐石”
的必胜之心。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常瑞芳

银河办事处
举办疫情防控一线先进事迹交流会

本报讯 5月10日，郑州
航空港实验区 IT产业园社区
服务中心举办抗疫先进事迹
演讲比赛。参加比赛的15名
选手均为各工作站、各科室一
线抗疫代表，评委由中心12名
领导班子成员担任。活动以
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丰
富、综合印象为评分标准，最
终选取出优秀奖2名、先进奖
5名、参与奖8名。

活动中，参赛选手通过
自身经历、身边同事所在集
体的先进事迹等，讲述了社
区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
不畏生死、逆风而行、众志
成城、同心抗疫的感人事迹。

IT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

党工委书记、主任王兴在点
评时说，一是总结经验，弘
扬正气，各党支部把疫情防
控的经验再总结、再提升，
在社区服务中心营造风清
气正的工作环境；二是展示
才华，争先出彩，以此次演讲
比赛为契机，希望更多的党
员干部能够展示自身才华，
让更多的人看到榜样的力
量；三是勇挑重担，再创佳
绩，希望社区服务中心广大
党员干部结合“能力作风建
设年”和“三学三提升”活动，
再接再厉，为航空港实验区
发展贡献力量。
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冯晓慧 文/图

IT产业园社区
举办抗疫先进事迹演讲比赛

冯堂办事处 甜甜的草莓送给返程的“白衣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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