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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李曼斯）
今天，根据长沙市人民政府《长沙市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经市人民政府
批准，长沙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应急响应，成立长沙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由市防病工作领
导小组承担相应责任，市指挥部办公室
设在市卫健委，与市防病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合署办公。各区县市和各职能部
门启动相应程序，相关人员取消休假，按

照预案职责和有关部署抓好落实相关工
作。

据了解，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长沙市启动联防联控工作
机制，设置综合组、疫情防控组、医疗救
治组、市场管理和供应保障组等 9 个工
作组，定期商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政策、应对预案和
重大措施。

目前，长沙市各商业影院、网吧、歌

舞厅等公共娱乐场所全部停止对外营
业，多个旅游景区、文化场馆暂时关闭，
公共集会、庙会等活动全部叫停。

寒假期间，长沙所有培训机构、中小
学校、综合实践基地取消所有活动，学校
体育场馆停止对外开放。疫情防控未取
消之前，学校不得组织体育集训、体育竞
赛、科技活动、艺术活动等。所有学校（含
公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等）原定的艺考、
体育生集训等一律取消。

疫情防控期间，长沙将按照属地管
理、市级统筹的原则，指派医务人员对火
车站、高铁站、汽车站、飞机场进行驻点，
开展24小时值守。对来自武汉等疫区或
有发热、咳嗽的旅客，开展体温检测，对
有发热情况的及时采取现场隔离和转诊
措施。同时,全面加强发热门诊值班值守
和监督管理，对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严密追踪，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严格落
实集中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措施。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今天下午，岳阳市委书记王一
鸥前往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督导防控工
作。当天，该市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市县级定点救治医院、开设
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名单；市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发布了第 1 号
令，对所有进入岳阳地区的湖北籍车
辆和人员进行劝返，一律不得进入岳
阳地区，以全力以赴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控
制疫情在岳阳市蔓延。

岳阳是一个交通枢纽，离武汉地
理位置近，目前又值春运期间，人员
流动密集，疫情防控挑战大、压力大。
1月21日，岳阳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对
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进行紧急部署，启动了全面防
控。1月23日全面提档升级了疫情防
控工作，启动了一级响应机制。

目前，岳阳市已全面停发往武汉以
及湖北各县区的客运班车，长江的所有
客运渡口暂停营运；在高铁、机场、火车
站启动了入境旅客的体温检测,在全市
境内16个高速公路入口，18个主要国
道、省道干线入口以及5个长江货运渡
口设卡；公安、交通、卫健部门联合值
守，对入境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对湖北
牌照的人员尽力劝返，无法劝返的进行
登记；发布公告，关闭农集贸市场所有
活禽、野生动物交易档口，并全面禁止
野生动物的捕杀、贩卖、购买、加工、食
用等非法行为。

与此同时，该市发布紧急通知，
发动全市村、社区对近半个月由武汉
入境以及往返武汉的人员进行全面
排查并登记造册，对出现疑似病症的
第一时间检测跟踪；发布致全市市民
的一封信，号召广大市民群众积极行
动起来，积极支持和参与防控工作，
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陈新
通讯员 马希里）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轨道
交通集团获悉，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长沙轨道交
通集团按照省、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部署，第一时间
响应，周密部署，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健康、
平安出行。

长沙地铁、磁浮各线路车站全面

加强清洁工作，重点针对卫生间、楼梯
扶手、电扶梯、售票机、闸机、安检设
备、垃圾桶等乘客接触较多的部位，定
时开展全面消毒。同时重点对乘客座
椅、车门、扶手、地面、车厢连接处等乘
客易接触部位进行全面清洗消毒。另
外加强对车站、车厢通风系统运转的
监控，加快车站排风换气，保持车站、
车厢通风情况良好。

此外，长沙轨道全线各车站增配
体温枪，设置专项登记本，全面启动乘
客体温监测，一旦发现有发热情况的
乘客,将做好劝免乘车工作并及时登记
上报。

据介绍，长沙轨道车站各岗位工
作人员均采取了相应防护措施，并通
过紧急采购，确保消毒液、防护口罩、
防护服等防疫物资储备。

长沙轨道交通全面提升疫情防控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陈运泽 王奥）记者今天从国
网长沙供电公司了解到，为保障长沙
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该公
司在做好自身保护、防范措施的同
时，组织“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在
全面做好春节保电工作各项措施的
基础上，对 46 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
以及全市大型医院供电设施开展保
电特巡。

据悉，该公司已累计出动“电雷
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200余人，针
对医疗机构内的高压配电房、电力线
路等逐一排查用电安全隐患，并通过
现场了解客户用电情况和需求，建立
联络机制，做好用电保障及供电服务
工作。对所有涉及医院供电的变电站、
配变台区等设备进行全面“体检”，完
成所有在运配网线路的“拉网式”排
查，对自备电源、变压器等重要配电设

备进行了重点检查，并落实专人随时
与医院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掌握相关
情况。

与此同时，国网长沙供电公司组
织抢修人员24小时待命，加强对重要
用户供电电源及自备应急电源配置的
监督管理，充分做好应对突发性电网
故障的准备，提高应对电力突发事件
的应急能力，确保医院等重要场所可
靠用电。

国网长沙供电公司为防控工作保电护航
对46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以及全市大型医院供电设施开展保电特巡

岳阳众志成城
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已全面停发往湖北的客运班车

长沙市启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

公共娱乐场所全部停止营业，公共集会、庙会全部叫停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李杰)
1月24日，常德召开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对该
市疫情防控工作进行调度部署。当
日，常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

为加强有效防控，常德市制订下
发并实施《常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应急预案》。市交通运输局下
发《关于暂停相关客运班线及旅游包
车的紧急通知》，决定自 1 月 23 日零
时起，暂停所有常德发往武汉市的客
运班线及旅游包车，也暂不接收武汉
市发往常德的客运班线及旅游包车;
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和重点

景区等人员流动密集场所设立体温
检测站。落实农贸、集贸市场防控措
施，对家禽畜、野生动物严格防疫监
测，全面停止野生动物及其肉类食品
的运输和交易。该市还取消了全市春
节期间所有大型公众聚集性活动和
各类商场促销活动，确定并公布定点
救治医院。同时,加强财政资金保障
和医保经费准备，正抓紧组织各类防
疫设备、器材和防护用品的生产、调
运。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卫健部门、疾控和
医疗机构取消春节休假，严阵以待，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

常德 全面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湖南日报 1 月 24 日讯 (记者
曾佰龙)武汉疫情发生以来，湘潭市
高度重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1月24日，根据省委、
省政府及省卫健委部署要求，全市迅
速响应，积极行动，坚持“政府领导、部
门配合;依法防控、科学应对;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联防联控、分级负责”的
原则，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湘潭市制定“八个加
强”工作方针，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即加强
组织领导,加强联防联控,加强工作调
度,加强防控培训,加强应急准备，加
强疫情监测，加强防控督导，加强卫

生整治，确保各项防疫工作落到实
处。

同时，湘潭市为全力做好景区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将韶山全市各旅游景区暂
时关闭。自2020年1月25日上午8时
起，韶山旅游区(毛泽东同志故居、韶
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韶山毛泽东图
书馆、韶山滴水洞景区、韶峰景区、韶
山毛泽东纪念园等)以及韶山非物质文
化遗产博览园、“梦回韶山”演出等景
区景点暂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景区暂时关闭期间，已购票(线上线下)
游客，景区予以全额退票，随时办理。

湘潭“八个加强”防控疫情
韶山景区今起暂时关闭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肖军）
1月24日中午，记者在怀化高铁南站
看到，工作人员在为过往旅客测量体
温,对体温异常者进行观察、询问并咨
询个人信息，保障乘客的安全和健
康。

1月23日上午，怀化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召开第三次会议，连线各县市
区紧急调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以最严的
责任指挥体系、精准隔离治疗、联防
联控、信息精准发布、值班值守、督办
问责追责，确保责任落实、措施落实、
工作落实，以最快速度按疾控规律坚
决彻底围剿病毒扩散。同时，做到三

个“全覆盖”，即全覆盖深排彻查、全
覆盖严格管控、全覆盖宣传发动。

目前,怀化市取消了一切不必要
的大型公众集会。今天，记者从怀化
所辖的多个县市区及景区获悉，洪江
区暂停举办首届潇湘舞龙大会暨
2020 年春节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洪
江市黔阳古城景区暂停2020年春节
期间景区内的所有节日庆典与民俗
活动。通道侗族自治县原定的《赏侗
俗·品侗味·醉侗乡——来通道“吔啰
耶”过大年》新春七天乐系列活动也
全部取消。靖州取消了 2020 年迎新
春游园及“光影·陪伴”新春观影等活
动。

怀化 以六个“最严”确保“三个落实”
已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大型公众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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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4日
讯（记者 肖霄）1月21日
以来，邵阳市接连召开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
议，对防控工作进行调度部
署，要求各级各部门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提升疫情防控
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
决做到“十个到位”，筑牢邵
阳疫情防控堡垒。

“十个到位”，即思想
认识到位，组织领导到位，
责任落实到位，物资储备
到位，排查隔离到位，科学
救治到位，宣传预防到位，
应急值守到位，信息报送
到位，舆情引导到位。该市
要求，春节期间，县乡两级
必须有主要领导带班值
班，安排足够力量的值守
人员，随叫随到；所有医护
人员全部取消休假。

从1月24日起，邵阳
市所有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规划馆、电影院、
网咖等文化场所和群众
性活动场所一律关闭，包
括庙会、灯会、演出等群
众性活动也一律停止。

截至目前，全市疫情
防控工作有序稳步展开，
社会大局总体稳定。

湖南日报1月24日
讯（记者 张颐佳 ）记者
昨天从长沙市开福区民
族宗教事务局获悉，由
于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
大，为避免人员过度密集
加大疾病传播，切实防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开福区暂停春节期间所
有宗教场所活动。

该局负责人说,开福
寺年三十晚上及大年初
一将关闭山门，请信众
勿往。开福区是宗教大
区，有佛教、道教、天主
教、基督教 4 个教派，开
福区民宗局要求，全区
各宗教场所高度重视，
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务必告知广大信
众，做好对教职人员及
信众的宣传教育工作，
同时加强与民宗、卫健、
街 道 等 部 门 的 信 息 沟
通，确保全区宗教场所
和信教群众度过一个平
安、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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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体温
防控疫情

1月24日，长芷高速溆浦收费站出
口处，医务人员在对进入该县的省外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该县组
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引导外来人员接受
体温检测。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微渺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李秉钧）
1 月 24 日上午，郴州市召开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动员全市上下做好联防
联控工作，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

该市要求联防联控工作领导小组
和成员取消休假，加强值班值守，到岗
到位,信息一天一报告。密集、频繁加大
预防知识的宣传力度，在电视台，新媒
体平台等发倡议，提醒广大市民勤洗
手、戴口罩、少聚会等。同时，所有聚集

活动一律取消，包括电影院全部停营
业。

武汉疫情发生后，郴州市多次召
开相关会议，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
控工作作出部署，明确各地各单位联
防联控职责、具体防控措施及相关要
求。在 22 日，该市又召开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对疫情防控作出了完善联防联控机
制、强化排查报告工作、规范治疗管理
职责、抓实重点部位防控、强化值班值
守责任、稳控社会网络舆情等 6 个方

面的部署。
作为政府指定的收治医院，该市

市、县两级11家医院为保障郴州市民
过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全员春节取消
休假，应急待命。郴州还在25家市、县
医疗机构开设发热门诊，积极应对当
地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
情。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50余名党员
医务人员集体签名写下请战书，表达
请求加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医疗
队伍的愿望，为人民健康事业贡献自
己一份力量。

郴州 联防联控抗击疫情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杨玉菡 邢玲
石科圣 徐兆鸿）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益阳市各级各部门积极
开展防控工作，截至 1 月 24 日 17 时，
暂无确诊病例报告。

1月21日至23日，益阳市委市政
府先后召开6次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将中央、省重要指示精神直接
传达贯彻到了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
责人。益阳市主要领导带队前往中心
城区人流密集区指导防控工作，深入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一线开展督导检
查。目前，益阳市政府和各区县（市）政

府均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联防
联控工作方案。全市各级各部门均制定
了应急预案和值守方案，严格落实应急
值班制度。

益阳市卫生健康系统组建了疫情
防控与救治专家组，制定了卫生系统
的防控工作方案，并组织开展了全
市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全员培训。益
阳市财政局专题研究负压救护车等
设备购置、物资储备的经费保障工
作。全市设置了 5 家定点救治医院，
并储备了一批防护物资和环境消杀
药品。

益阳市于1月24日开始对市域边
界和交通要道设卡10个，严防疫情输
入，将从武汉来益人员摸排任务压实
到91个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
2017 个村（社区）支部书记和村（社
区）卫生室医生，做到一日一报告。重
点对全市 151 个集贸市场开展“一日
三专”（专项清洗、专业消毒、专人巡
查）行动，并组织了一次严厉打击野生
动物交易突击行动，查获野生动物
100余只、近400公斤。

此外，益阳市全部宗教场所、博物
馆、图书馆等场所已暂停对外开放。

益阳 严阵以待防控疫情

净化市场环境
1月23日，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辖区农贸市场，芙蓉南路社区的党员志

愿者在进行大扫除。为降低疫病通过环境传播的风险，优化营商环境，22日起，长
沙全市开展农贸市场环境整治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