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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我市印
发《关于明确疫情防控期间特殊病人收
治医院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再次明确，疫情防控期间，除未设
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不得收治发热患
者外，各医疗机构严禁以疫情防控为由
拒绝接诊正常就诊病人。

“我前几天去过郑州，回来后洛康码
变黄码正居家隔离，但因为怀孕40周即
将分娩，需要频繁检查，所以挺担心黄码
影响去医院。让我没想到的是，镇上工
作人员联系到我询问情况，还提供了医
生电话方便对接。”8日，伊滨区的冯女士
提到我市防控举措，直呼“心暖”。

对此，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疫
情防控期间，为防院感事件发生，我市
对于健康码异常人员有严格的接诊规
范，但底线是必须保障群众基本就医需
求，因为提供医疗服务是医疗机构的首
要职责。

《通知》明确，各医疗机构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医疗服务，在科学防
控的基础上，维护合理的医疗服务秩

序，保障群众基本就医需求。尤其是当
前重点做好肾衰、肿瘤及其他需要维持
定期治疗患者的就医需求，切实保障孕
产妇、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医疗
服务。

《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要坚持“人
民至上”原则，结合不同类别患者的就医
特点分类救治，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
同时，加强院前急救和院内急诊管理，按

照相关制度和规范强化急危重症患者
救治，不得推诿拖延，除未设置发热门
诊的医疗机构不得收治发热患者外，严
禁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接诊正常就诊
病人。

本报记者 王博东 通讯员 耿梅

我市印发《关于明确疫情防控期间特殊病人收治医院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医疗机构严禁以疫情防控为由
拒绝接诊正常就诊病人

本报讯（记者 李东慧 通讯员 孙亚军）10日，记者
从市轨道交通集团获悉，为有效防控疫情，近期我市地铁
已采取加强进出车站人员管理、加大消杀频次等举措。
11日起所有乘客进站安检时还将增加查验行程卡环节。

解放路站是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站点。市轨
道交通集团为最大限度加快乘客换乘速度，结合车站布
局选用了最便于乘客换乘的换乘路径及方式。记者观察
到，1号线、2号线每趟车辆到站后，换乘乘客基本都能在
1分钟左右通过换乘楼梯快速抵达相应站台层，然后平
均等待3分钟左右即可登上需乘坐车辆继续前进，换乘
较为便捷顺畅。

该站站长李珂珂介绍，2号线开通后，该站人流量比
以往有了较大提升。近半个月来，该站日均客流量近2
万人次，高峰期在上午 7 点至 9 点、下午 5 点半至 7 点
半。同时，根据大数据技术统计，乘坐2号线的人员中，
有近30%的乘客选择换乘；乘坐1号线人员中，选择换乘
的比例在20%左右。

近期，受疫情影响，我市各地铁站采取了更加严格的
防控措施，有效保障乘客安全。按照部署，地铁1号线、2
号线所有车站均按照4小时一次的频率对公共区、设备
区等进行全面消杀。

同时，近期乘坐地铁的安检要求也更加严格。除了
所有人员严格执行“戴口罩、测体温、查验健康码”等要求
外，11 日起，还将对所有乘客新增查验行程卡的要求。
各车站均在临近出入口的区域配备了临时隔离点，遇到
红码、黄码等人员，将第一时间送至临时隔离点。

此外，因疫情防控需要，目前地铁1号线谷水站暂时
关闭，所有列车在谷水站采用越站运行方式通过，不停
靠。需要在谷水站乘车的乘客，可到秦岭路站等站点乘
车或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待疫情进一步稳定后，谷水站
将适时恢复开通。

各站点每4小时进行一次全面消杀

今起洛阳地铁查验行程卡

“核酸检测点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一定要严格落实，绝
对不能出现交叉感染。”“小区门口值守一定要查验进入
人员健康码及行程卡并测量体温。”“入住客人是否都登
记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1月9日，虽然是
周日，但涧西区纪委监委各疫情防控督查组工作人员依
然奔走在各核酸检测点、小区、酒店等场所对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进监督。

自2021年12月31日以来，涧西区纪委监委快速反
应，立即从常态化疫情防控监督转到突发疫情监督的应
急状态，各疫情防控督查组迅速行动，聚焦“七个紧盯”，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在疫情防
控监督检查中，着力发现重点环节、重点场所管理中存在
的漏洞和薄弱环节，通过监督发现问题督促整改，推动各
项防控措施不断完善，推动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科学、精
准、有效。

“疫情防控工作到哪里、监督保障工作就到哪里。接
下来，各疫情防控督查组将继续深入一线做好监督，针对
部分公共场所执行健康码和行程卡检查不到位，对最新
疫情防控要求不清楚、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快速处理跟踪
监督，为疫情防控大局提供坚强的政治方向和纪律保
障。”涧西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孙琳）

精准监督推动
疫情防控责任有效落实

昨日上午，涧西区红十字会蚂蚁救援队志愿者
到疫情防控卡点为疫情防控人员送去腊八粥，分享
冬日里的传统味道。 记者 李卫超 摄

“孩子还小，我相信他们长大会理解
和支持我的。”9日中午，趁着洛阳援郑
核酸检测队队员白仰婷吃午饭的间隙，
记者拨通了她的电话，说到瞒着两个孩
子“逆行”，她的声音有些哽咽。

32 岁的白仰婷是市第一人民医院
耳鼻喉科护士，有一双可爱的儿女——
6岁的儿子和快1岁的女儿。从2021年
12月31日至2022年1月6日，她3次瞒
着儿女勇敢“逆行”。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下午，得知医院
紧急抽调百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新安县核
酸检测工作，白仰婷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由于时间紧迫，她匆忙跟家里说了
一声，便跟随大部队出发了。

在新安县五头镇工作两天后，白仰
婷返回医院。经过严格消毒，在确保核
酸检测正常的情况下，她立即投入工作，
都没来得及回家看看孩子。1月5日下
午，听到医院抽调50名医护人员到新安
县进行第三轮核酸检测的消息，白仰婷

又积极报名，第二天天没亮再次出征，到
新安县之后才给父母打了个电话。

“6日下午，结束新安县的核酸采样
工作，我们又接到任务驰援郑州。”白
仰婷说，当晚她和同事们到达巩义市
回郭镇，第二天凌晨 4 点多就起床准
备投入工作了。

“给孩子打电话时，我编故事骗他
们说自己去‘打怪兽’了，儿子哭着说‘我
不要妈妈打怪兽，我要妈妈陪我玩’。”
听着孩子的小奶音，她的眼泪再也忍不
住了。

当记者问及她孩子那么小，为何要
再三报名执行任务时，白仰婷说，2020
年春节抗击疫情时，虽然她也在医院坚
守，但没有像其他姐妹一样冲在防疫一
线，她感觉特别遗憾。白仰婷说：“作为
一名护士，我深知，关键时刻我有责任和
使命，必须勇往直前，坚定无畏。”

本报记者 仝景菁 通讯员 沈箬文
宫泽慧

对子女说去“打怪兽”白衣天使“逆行”显担当

同心抗疫 浓情腊八

昨日，洛龙区白马寺镇黑王社区热心居民马玲
芝熬制腊八粥，为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送祝福。

记者 张光辉 通讯员 张俊望 张伊清 摄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1082618

扫二维码，查看洛
阳市城市区疫情防控期
间特殊人群（疾病）定点
救治医院名单

白仰婷（右）（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把纪律挺在战“疫”一线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以严肃监督执纪助力疫情防控

“一定要做好登记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规定。”日
前，在新安县东商贸市场疫情防控卡点，该县纪委监委督导
组叮嘱工作人员要把防疫规定落实落细。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自我市发生疫情以来，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
作用，始终把纪律挺在疫情防控第一线，聚焦关键环节，强
化监督检查，为打赢疫情防控硬仗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

“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工作，
对涉及疫情防控的问题线索快速处
置，对违纪违法问题依纪依法严肃处
理。”疫情发生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
责同志对全市疫情防控监督执纪工作
提出明确要求。

根据市纪委监委关于加强疫情防
控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部署，市纪委
监委成立 8 个监督检查组，采取领导
分包负责、部门统筹联动的方式，市、
县同步推进开展监督检查。

“重点发现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
的短板、弱项、漏洞，督促各级各单位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市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纪检监察机
关在监督检查过程中突出做好“七个
紧盯”。

“七个紧盯”分别是：紧盯疫情防
控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情况，督促建立
健全应急指挥体系；紧盯“外防输入”
关口，督促强化来洛返洛人员信息报
备、核酸检测；紧盯超市商场、机场、

车站、医院等重点场所，督促强化人
员流动监控，落实体温筛检及健康
码、行程卡查验；紧盯学校、幼儿园等
教育机构防控工作，督促强化风险防
范，增强防控意识；紧盯人员过度聚
集问题，督促严控大型活动，落实“非
必要不出市”；紧盯生活物资供应保
障，督促保障生活物资供应和物流畅
通，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紧盯隔
离场所建设情况，督促加强隔离点准
备和规范管理。

涧西区、孟津区与新安县毗邻。
疫情发生后，与新安县毗邻的孟津区、
涧西区纪委监委迅速行动，将疫情防
控和“四风”问题监督检查同步开展。
孟津区纪委监委在成立联合监督检查
组的基础上，9 个监督检查（审查调
查）室以协作区为单位开展交叉互查；
涧西区纪委监委聚焦疫情防控重点区
域和关键环节，深入各相关部门、社
区、超市、酒店等场所，对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跟进监督。

没有铁的纪律，就打不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新安县纪委监委自觉服
从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和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把纪律挺在战“疫”一线，筑起疫
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新安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县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协
同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分 14 个执纪监
督组深入各乡（镇、街道）、村（社区）
及定点商超、药店等重点区域，围绕
全员核酸检测、外防输入措施落实、
分区域管控措施落实“五道防线”守
护、重点场所关键部位防控、聚集活
动管控等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对
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督促相关负责

人整改。
“同时，我们还成立了 6 个督导组，

由班子成员带队，不间断进行‘过一遍’
式督查。”该负责人说，他们将全县分为
8 个片区，逐个小区、逐个楼栋、逐个门
店全天候、不间断地进行监督检查，督
促各级各部门落实责任，并对发现的问
题及时进行通报，约谈相关责任人，有
效防止了隔离管控各环节走形式、不到
位等情况出现。

截至目前，新安县纪检监察机关已
对11个乡（镇、街道）开展了全面摸排，
累计发现问题 209 个，现场指导整改
183 个，限期整改 26 个，下发督查督办
通报4期。

“我们以‘一单清’取代‘一箩筐’，
让监督更加精准。”栾川县纪委监委党
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杨新利说，疫情防控
监督，必须做到精准。

栾川县纪委监委根据疫情防控实
际，将出入扫码登记、乡镇核酸检测点
设置、重点地区来（返）栾人员排查等事
项列入清单，实行“清单式”监督，实现
区域全覆盖、环节全覆盖、重点单位全
覆盖，做到防控措施未落实不放过、存
在的问题未整改到位不放过。伊川县
纪委监委联合县委、县政府督查局成立
了5个督导检查组，深入一线开展监督
执纪。同时，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还成立了两个督导暗访组，对五个检
查组的工作情况进行再督导、再检查。
瀍河区纪委监委一方面督促有关单位
现场整改问题，另一方面将整改情况作
为次日督查的重点，形成监督闭环。

汝阳、洛龙、宜阳、嵩县、偃师、洛
宁、西工等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迅速行
动，结合“七个紧盯”，纪检监察干部采
取“四不两直”方式，走到乡（镇、街道），
延伸到村（社区），做到了学校、医院、社
区、超市、车站重点场所“五必到”，织密
了监督执纪立体“防护网”，为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提供了支撑。

本报记者 李三旺

“七个紧盯”助力补短板强弱项

铁的纪律筑起“铜墙铁壁”

织密监督执纪立体“防护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