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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篇

关键部门 关键时刻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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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王小平到市疾控中心看望慰问。
知识培训。全面做好新冠疫苗紧急接种的前期准备和宣传
动员工作；
快速采购。
申请开设新冠疫苗采购资金专户。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郭树勋

·

焦作智慧 焦作力量 贡献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

全年获得国家、省、市集体荣誉 33 项，职
工个人获国家、省、市荣誉 94 人次，将河南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双双收入囊中；全市医疗卫生单位中唯一
荣获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先进单位；
河南省地方病防控综合防治工作先进集
体第一名、河南省地方病防控健康教育工作先
进集体第一名、河南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先
进集体第一名、河南省疫情信息管理工作先进
集体第一名……多个第一连年蝉联；
“早”
“快”
“准”
“实”
“效”，
“一四四五”创新
流调模式，空地水三位一体消杀，高效检验平
台，创新宣传方式，驰援武汉，支援郑州……在
抗击新冠疫情战
“疫”
中贡献焦作方案；
企业复工复产“12 个一”在全省推广，
“五
个到位”
“一二三四”……疫情常态化防控贡献
焦作智慧；
打造全省一流疾控品牌，推进“4321”健康
扶贫工程，
“五园、五干、一法”创卫工作经验闪
亮全市……战在平时贡献疾控力量。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项工作争第一，
人人都是排头兵，不愧为“关键部门在关键时
刻，发挥了关键作用”。市委书记王小平的赞誉
是鞭策、是动力，更是有旗必夺、勇争第一的信
心和行动。

战“疫”标杆

欢迎援鄂抗疫英雄胜利归来。

疫情防控突击队开训。

及时接种疫苗，共筑健康屏障。
（本版照片均由市疾控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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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焦作方案

全省一流

“铸疾控铁军、保人民健康”誓师。
样本，现拥有人和物样本均能检测。完全做到“应检尽检、
即送即检、日清日结”
，实现了检验能力新突破。
全方位立体化开展健康科普宣传。通过疾控职工、健
教网络、卫健系统全行业、全社会联动，迅速在全市进行健
教知识宣传全覆盖。原创各类技术指导意见 30 多种并集
结成册，印发宣传单 15 万张，宣传手册和指导意见 20 万册
（本）；全年共发布疫情有关图文信息 516 篇，微信公众号
转发量逾 17 万次，
阅读量 95 万余人次。
分县包干，
主动承担县区现场指导。
该中心领导班子成
员分县区包干，
对各县（市）区疾控中心、
承担新冠肺炎病例
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医学观察职责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进行防控指导检查，保证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同
时，
向各城区派出疫情防控流调指导员，
确保排查无遗漏。
驰援武汉，支援郑州，贡献焦作力量。组建 3 个突击队
随时作好驰援武汉的准备。2020 年 2 月 22 日，根据省卫健
委驰援武汉的指令，该中心派出杨涛、姬卫华两位同志组
成焦作市援助武汉消毒队，出色完成了援助任务。2020 年
3 月 23 日，选派李涛、郭鑫、张中操 3 名流调人员派驻新郑
机场，
圆满完成入境人员的健康排查任务。
建立服务专班，服务全市企业尽早复工复产。成立了
由高级职称疫情防控专家组成的 3 个专班，深入企业、商
户和学校现场指导和培训。提出了企业复工复产“12 个
一”疫情防控措施，被河南广播电视台采访报道并在全省
推广。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疾控系统发扬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的疾控精
常态防控 贡献焦作智慧
神，在短期内迅速控制了疫情的扩散蔓延，我市在全省第
二家实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双清零”，医务人员零感染，
“五个到位”
“一二三四”。创新“人员到位、设备到位、
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设施到位、物资到位、能力到位”
“五个到位”要求，提出了
“早”
“快”
“准”
“实”
“效”。早预判。2020 年 1 月 10 日起， “一二三四”新举措，即“坚持一条路线”，以积极主动、敏感
及时、精准有效的原则做好打赢疫情防控持久战的思想、
政策、技术和物资准备工作；
“统筹两个大局”，统筹掌握国
际、国内两个大局，不断优化全市的防控策略，提升全市的
防控能力；
“把握三项核心”，防输入、防扩散、防复燃；
“强
化四类重点”，监测重点人群、管理重点场所、控制重点环
节、落实重点措施。
完善组织机制运行。成立 8 个专项工作组并对职责进
行分工，
做好日报告和零报告工作。
建立常态化练兵机制。对 3 个突击队和 4 个预备队共
计 120 名专业人员，
开展常态化培训、精准培训。
加强物资储备。应急防控物资储备量在达到 30 天防
控需要的基础上，根据疾控专业机构打大仗、打持久仗的
思路，主动按照满足 3 个月满负荷运转的需要筹措资金、
市支援人员成立临时党支部。
招标采购。
实验室能力提升。组建 29 人检验检测队伍，指导各县
启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日报告和零报告工作。早谋划、 （市）区的 PCR 实验室建设，全面完成市防控指挥部下达
早储备，初期即采购应急防控物资价值 1000 多万元。快部
的“应检尽检”、特殊职业人群抽检、哨点监测医院和金土
署。从 2020 年 1 月 24 日起实行中心疫情防控指挥部每日
地农贸市场定点监测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任务。
晨会制度，全体干部职工坚守岗位，一室八组疫情小分队
高质量完成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布置的各项工作。圆满
成员 24 小时值守。策略准。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研究
完成焦作市两会、我市首届院（校）地科技合作洽谈会暨招
制订防控技术方案，科学指导基层开展防控。抓落实。件件
才引智大会等大型会议疫情防控保障任务。
对高考、
成人高
有落实，
事事有回音。
重实效。
重心前移、重在预防。
考、
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公务员考试等各类大型考试和
创新“一四四五”
现代流调模式。
成立一个由市有关领
活动的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保障。对教育系统、各局委、征兵
导任组长的流调专班，建立由专业流调人员、社区医生、社
办、
军分区、
各大宾馆、
县（市）区等有关单位进行疫情防控
区干部、公安干警共同组成的“四位一体”流调队伍，发挥
“疾控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移动大数据+侦察”
的四机联动
手段，
关口前移、
高效协同、
无缝对接。
采取最全面、
最严格、
最彻底的手段，对确诊病人（含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人、
发热病人、
密切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等
“五类
人”
深挖、
快挖、
挖净。
“一四四五”
流行病学调查模式在全省
进行交流和推广，
并被国家、
省疫情防控方案吸收借鉴。
全面装备空地水三位一体消杀。装备车载超低容量电
动喷雾机 1 台，大疆无人机 3 台，超低容量电动背负式喷雾
器 10 台，背负式常量喷雾器 15 台，实现空地水三位一体化
消毒和现代化消毒。直接参与并指导各县（市）区首例病例
和聚集性疫情的终末消毒，消毒面积共 56 万余平方米。制
订《焦作市公共场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技术指导意
见》等 16 个专业指导方案。
高效检验平台，达到快速准确核酸检测。2020 年共投
入资金 730 余万元，购置新型核酸检测设备，现拥有 2 台全
自动核酸提取分析仪、3 台自动核酸提取仪、6 台 PCR 扩
增仪、1 台全自动芯片微流孔分析仪、一台检测新冠 IgM
和 IgG 抗体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器。达到了最快阳性 18 分
钟、阴性 45 分钟出结果；日检测能力由过去的每日 100 人
份达到 3000 人份，混检达到 3 万人份；原来只能检测人的
成功举办河南省鼠疫防控应急演练。

擦亮焦作品牌

疾控大讲堂。2020 年疾控大讲堂成功举办 36 期，先后
邀请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周勇、省疾控中心贾松树、张国
龙等省市知名专家现场授课。
免疫规划服务和信息化。各剂次免疫规划疫苗调查接
种率均达到 95%以上，实现乡（镇、街道）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达到 90%目标。全球首个移动智慧接种平台在我市试
行应用，打通惠民疫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并在央视和
河南广播电视台进行了报道。全市各级疾控机构和各类接
种单位的疫苗储存设备得到全面装备和更新。
重 点 传 染 病 防 控 工 作 成 为 全 省 排 头 兵 。成 功 举 办
2020 年河南省鼠疫防控应急演练，受到前来观摩的国家、
省、市领导和专家的好评和肯定。组织召开全市疾控系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提升现场会，开展了大规模核酸检
测十合一混采现场演练和防控队伍建设观摩，组织了修武
县王屯乡王村的全市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实操演练，有效提
升了全市应对冬春季疫情防控的能力。
同时，提升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圆满完成结核病防治
政府工作目标；全面落实职业病防治项目工作；继续巩固
完成艾滋病防治政府工作目标成果；全面落实地方病及寄
生虫病防治措施；强化医疗和托幼机构消毒监测，稳步实
施雾霾监测工作；持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和预防医学门诊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服务水平；加强慢病防治能力建设；大力倡导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
推动健康教育社会化。

“4321” 叫响健康扶贫
按照“4321”工作思路，持续推进修武县王屯乡王村精
准扶贫工作，即推进“四大精品脱贫工程”，打造“三支队
伍”，抓好“两个扶贫要点”，形成“一个共识”。全村 165 户
658 人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其中，抓党建促脱贫、健康扶
贫受称赞。建立绿色种植基地、启动就业扶贫，消费扶贫。
引领垃圾分类新时尚，投入 30 组共 120 个垃圾分类设施，
引导农户形成健康卫生习惯，
为健康乡村建设树立标杆。

创建精品

发挥关键作用

该中心“五园、五干、一法”创卫工作经验（把单位当花
园、家园、公园、景园、文园建，对标干、对表干、早点干、主
动干、干得好，步行工作法）在全市推广，为市卫健系统夺
得 6 面红旗，成为卫健系统创卫主要贡献单位。一是高标
准建设病媒生物实验室，获得全国卫生城市病媒生物防制
技术评估组专家好评。二是做示范当教练，统一目录和样
式，建立健全创卫档案，2020 年归档创卫资料 100 余册。三
是指导全市健康教育、病媒生物防制、疾病预防控制及创
卫资料整理工作。在 2020 年 8 月份国家技术评估组的检查
指导中，该中心涉及的综合组、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组、病
媒生物防制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组、厕所革命组均顺
利通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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