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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王小平）自加强疫情防
控以来，我省个别地方为阻断病毒传
播采取了封路、中断交通的紧急举措。
这种“硬核”防疫做法是否提倡？今天，
记者从长沙召开的春运防疫保畅工作
会上获悉，省交通运输厅已于28日发
出紧急通知，要求绝不允许随意阻断
公路。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赵
平介绍，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要做到“一
断三不断”，即坚决阻断病毒传播渠
道，公路交通网络不能断，应急运输绿
色通道不能断，必要的群众生产生活
物资通道不能断，绝不允许随意阻断
公路。

如因防控疫情需要，确须对公路
进行封闭、中断交通的，按以下程序报
批：对县乡道封闭、中断交通的，必须
由县级人民政府报市级人民政府批

准；对省道封闭、中断交通的，必须报
省交通运输厅，由省交通运输厅报省
人民政府批准；对国道（含高速公路主
线及收费站出入道路）封闭、中断交通
的，必须报省交通运输厅，由省交通运
输厅报省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部批
准。

根据通知要求，对运送防控物资、
人员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实施“三不
一优先”，即不检查、不停车、不收费。
决不允许因保障不力导致疫情防控应
急运输车辆被收费、被延误。各高速公
路运营管理单位要保障服务区正常提
供油品供应、超市购物、热水提供等功
能，确保服务优质、物资充足，严禁趁
机涨价，更不允许关闭服务区。

目前，我省已停运全省所有包车
客运，停运往返湖北的渡口及水运客
运班线。鉴于北京、河北、上海、江苏、
福建、海南、重庆、贵州、陕西、湖北、云

南和河南等 12 省市已停运发往我省
的省际客运班线车辆，我省对发往上
述省市的省级客运班线车辆亦暂时一

律停运。市际、县际和县内客运班线是
否调整，由各地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按
管理权限由当地政府确定。

金中基
封路，这个原本看似很靠谱的防

疫手段，在湖南被叫停。我们要为这一
理性而果敢的做法点个赞。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来势
汹涌，为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果断决策

“武汉封城”，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
和赞许。但是，一些地方也开始封路，中
断交通，不仅是村道、乡道，甚至县道、
省道、国道被封的信息不时传来。这种
封堵道路的行为，似乎是出于隔绝病
毒，然而却产生了极大的负面隐患。道
路被封死，老百姓出行不方便了，生产

生活物资也不能运了，时间一长问题可
就大了，尤其是当遇到突发病情或灾难
之时，唯一的生命通道也因此被堵住，
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再则，擅自封堵
道路，从情理上，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
从法理上来说也是行不通的。

在防控疫情的战役中，不能盲目冲
动、意气用事，必须权衡利弊、科学判
断、理智决策。不能简单作为、一堵了
之，而是要多考虑一下后果，想想有什
么更好的办法。譬如，经过依法申请批
准，增设检查检测，以防止交叉感染传
播，应该说也是可以起到防疫的效果。

封路是“硬核”防疫？

湖南：绝不允许随意阻断公路
县乡道封闭必须报市级政府批准；国道、高速公路收费站封闭必须报省政府

和交通运输部批准

湖南日报1月 29日讯（记者 邓
晶琎）记者今日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
为加强疫情防控而实施交通封闭的国
道 G106 与湖北交界处路段，已于 28

日 14 时恢复了交通。截至 29 日，我省
国省道通行正常。

据介绍，为防控疫情，岳阳平江县
境内的国道 G106 湖北通城至岳阳黄

泥界路段于24日起实施了交通封闭、
禁止所有车辆通行的紧急举措。

根 据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28 日 向 各
级交通运输部门发出的紧急通知，

对国道（含高速公路主线及收费站
出 入 道 路）封 闭 、中 断 交 通 的 ，必
须报省交通运输厅，由省交通运输
厅 报 省 人 民 政 府 和 交 通 运 输 部 批
准。

国道 G106 与湖北交界处路段实
施封闭措施，没有报省交通运输厅获
批。经纠正后，该路段于 28 日 14 时恢
复了交通。

国道G106与湖北交界处解除封闭

全省国省道通行正常

视听
以正

我省最大消杀用品生产企业全面复工生产
日产15吨（约3万瓶）84消毒液、2吨75%医用酒精和2吨速干手消毒产品

■短评

给生命留出通道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沙兆
华）1月28日，省委政法委印发《关于做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社会稳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全省各级政法机关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及省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的
工作要求，以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极端负责的政治担当，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的社会稳定工作，确保社
会大局安全稳定。

《通知》指出，当前，疫情防控正处
于关键时期。全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充分
发挥平安建设领导小组、维护稳定工作
联席会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等领导机
制的功能作用，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期
间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统筹协调与指
挥调度。坚决防范和果断处置各类可能
影响疫情整体防控工作的负面案事件。

《通知》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坚持
科学依法防控、注重联防联控。要迅速组

织工作力量，切实加大对医疗机构、交通
站点等重要场所的治安管控与安全保护
力度；要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及时排查研
判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类苗头隐患，
迅速有效疏导化解，防止各类矛盾风险
汇聚叠加；要加强负面舆情管控，稳定群
众情绪，消除社会恐慌；要全力维护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对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公检法机关要公开
快速、依法严厉予以打击；要特别注重联
防联控与群防群治，协同配合有关部门
整合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综合治
理组织、网格管理组织以及各类社会治
理专干、警务辅助人员等各类基层社会
治理力量，在人员筛查、居家观察、防护
劝导、社区管控与应急处置等方面，打好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通知》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加强
值班备勤，主要领导和相关人员要在岗
到位，做好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充分准
备。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在疫情
防控中失职失察的，迅速严肃追究责任。

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省委政法委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稳定工作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龚杰媛）记者今日从省发改
委获悉，为全力以赴防控疫情，省发改
委于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发改系统
强力保障生产生活物资供应，密切监测
疫情防控物资市场价格，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通知要求，要保证全省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及时协调解决
高峰期电煤供应问题，确保全省油、气稳
定供应。配合有关部门加强疫情防控急
需物资的生产、储备和供应，积极做好春
运协调保障。加强生产生活物资调度和

供应，密切关注与防控疫情有关物资的
价格情况，做好与群众生活、消费密切相
关的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监测和日报
告。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引导经
营企业和单位合理确定销售价格，严厉
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违法行为。

通知指出，为应对疫情需紧急建设
的医院、疾控中心等政府投资项目，全
省发改系统要开辟绿色审批通道，按照
有关规定减少前置条件、简化审批流
程。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协调安排资金
支持疫情防控、应急救治等公共卫生应
急基础设施建设。

省发改委：

强力保障生产生活物资供应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湖南省市场监管局、
省药品监管局近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督促辖区内各类药
品医疗器械经营单位开门营业，做好重
点防疫物资保障工作，确保市场供应，
平抑市场物价。

通知建议各医药和医疗器械批发
连锁零售企业、生产厂商从即日起取消
休假，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物资的采购储
备和保供稳价工作。截至 1月 28日，全
省连锁类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单位开门
营业11006家，占全省连锁类门店总数
的78.3%；单体类药品医疗器械经营单
位开门营业 5208 家，占全省单体类门

店总数的74.3%。
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市州市场监

管局要按照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一级响
应要求，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指示精
神和省委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部署，以最
大力度继续组织督促辖区内各类药品
及医疗器械批发企业、零售门店开门营
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要守护价格秩
序，强化责任，从严查处借疫情之机哄
抬价格、囤积居奇、散布涨价谣言等违
法行为；要督促各经营单位依法经营，
诚实守信，合理行使自主定价权，严格
执行政府依法制定的价格干预措施和
紧急措施，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欢
迎广大群众积极监督，发现价格违法行
为，保留证据并及时拨打12315举报。

湖南督促各类药品医疗器械
经营单位开门营业

▲ ▲（上接1版）
二是进一步加大了监测、排查力

度，包括交通枢纽（机场、车站、码头等）
及交通卡点的检查力度，同时通过大数
据信息技术开展密切接触者调查，扩大
搜索范围。

三是有流行病学史的回湘返湘人
员基数较大，其中的感染者大多在平均
潜伏期，近期将会发病，但这些人员大
多采取了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造成二
次传播的可能性较小。

问：其数值何时达到高峰，高峰什
么时候可以过？

答：目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预
计未来一段时间新增病例数增幅会逐
步减小，并进入平台期，若各项管控措
施持续有效落实，有望出现拐点。所以
这个“一段时间”是多长，不仅取决于政
府、卫生健康部门、联防联控机制部门
的努力，更取决于全省人民共同努力，
需要全民防控这个疾病，要落实最严格
的管控措施。目前，要高度关注跨省流
动和铁路入口流动人员，着力强化对民
航、铁路、公路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的有效管控。

问：目前大量务工返乡人员都在农
村老家过年，能不能具体谈谈怎样预防
控制农村地区疫情发生和蔓延？

答：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的疫情防
控，农村防控要和城市社区防控一体部
署。主要是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提高广大农民的健康意识、
防病意识。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普
及，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形
式加强健康宣教。号召居民减少参加大
型聚集性活动，减少走亲访友。关注自身
健康，尤其是出现了症状要及时就医。

二是对返乡人员、流动人员，尤其
是武汉回乡的人员开展追踪管理和医
学观察。对从武汉进入本地的人员要实
行健康提醒，了解是否有发热、咳嗽、胸
闷等不适症状，由当地乡镇卫生院、村
医进行有效管理，进行日筛查和日报
告，加强健康管理。

三是做好病例密切接触者的追踪
管理。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的人员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有效的医学观察，发现可疑症状
者，要及时送到定点医院诊治。

问：湖南是流动人口大省，随着春

运返程高峰的临近，又将迎来大规模人
员流动。请问，路上返程的人们应该怎
样做好防控措施？

答：春运返程高峰临近，做好个人
预防非常重要。首先是要明确自己身体
健康状况，如果有发热、干咳等呼吸道
症状，建议暂缓行程，及时就医，对自己
健康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第二，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罩，途
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勤洗
手。第三，私家车出行的，出发前开窗通
风，有同行的乘客询问近期健康状况，
也可以全程佩戴口罩。

问：现在城市社区都在进行防疫工
作，他们应该注意哪些要素？

答：一是要对外来人员进行网格
化、地毯式管理，重点是来自武汉的人
员，要按照“追踪到人、登记在册、社区
管理、上门观察、规范转运、异常就医”
的原则进行有效管理。社区网格员、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的家庭
签约医生、预防保健医师等专业人员，
要及时上门对其进行居家医学观察 14
天，每天测2次体温，一旦发现有发热、
咳嗽等症状，立刻送至医疗机构进行隔

离治疗。
二是对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管

理。社区网格员、家庭签约医生、预防保
健医师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规范管理，落
实密切接触者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及时启动诊断、隔离治疗等程序。

三是要搞好环境整治。对居民小区、
垃圾中转站等重点场所进行卫生清理，
处理垃圾污物，消除鼠、蟑、蚊、蝇等。

四是参加疫情防控的社区工作人
员要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上门开
展工作。

五是加大健康教育力度，把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治知识普及到每
一个家庭、每一个人。

问：有武汉旅行史以及从武汉过来
湖南的人员，应如何配合社区排查？

答：一是有武汉旅行、居住史和往
返武汉的人，尽快到所在社区或者村登
记，主动配合社区（村）连续 14 天进行
自我监测，每天测量体温 2 次。尽量单
独居住在通风良好的单人房间，减少与
家人接触。减少外出活动，尽量不去人
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二是如果出现发热、咳嗽、咽痛、呼
吸困难等可疑症状，要及时报告管理人
员，及时就诊，并如实告诉接诊医生武
汉旅行史等暴露情况。

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有望出现拐点

湖南日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曹
娴）记者在位于长沙高新区的湖南中大
中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今天企业
已全面复工生产，目前日产“九星”牌
84消毒液1.6万瓶。

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28 日公
司紧急调派员工复工，今天人员已全部
到位。全面复工实现 24 小时不间断生
产后，中大中雅将实现日产 15 吨（约 3
万瓶）84消毒液、2吨75%医用酒精和2
吨速干手消毒产品，将有力保障我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疫工作。

湖南中大中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是我省最大消杀用品生产企业，主要生
产 84 消毒液、手消毒产品、75%医用酒

精等产品，为省内三甲医院重要供应
商。

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防疫物资保障组将中
大中雅列为疫情防控期间省重点联系企
业。省工信厅得知企业复工存在停电、原
料短缺等问题后，迅速行动，联系长沙高
新区于 1 月 27 日晚解决用电问题。28
日，省工信厅协调沅江市威盛聚酯塑料
制品厂、长沙市标迪新材料有限公司，为
中大中雅供应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粒子用
以生产84消毒液瓶；协调长沙大江化工
有限公司为中大中雅供应乙醇用以生产
75%医用酒精。用电、原料问题得以顺利
解决，企业全面复工生产。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熊远
帆）为提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救治能力和水平，今天上午，长沙市特
邀在长省部级医疗机构和知名专家，
共同会商优化诊疗方案，全力救治感
染患者。

记者从会上获悉，长沙市一医院作
为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集中
救治医疗机构，其诊疗方案得到专家肯
定。据透露，该院收治的全省首例患者
目前治疗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好转。

为应对疫情发展，28 日，长沙市
第一医院北院一栋旧楼改建工程启
动，将改建为长沙公共卫生救治中心。
改建工程将在 3 天内完成，将新增床
位 300 个。另外，长沙市还集中预备培
训了 100 名医生、200 名护士，积极应
对疫情。

会上，专家们就诊疗流程优化、病
房设置等提出了建议，提醒医护人员
做好自身防疫，特别是脱下防护服后
的防疫。

全省首例患者
目前治疗状况良好

长沙将新增300个床位、预备300名医护人员
应对疫情

湖南日报 1月 29 日讯（记者 曹
娴 熊远帆 通讯员 王曲波）记者从圣
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
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28日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快速审批。

“27 日连夜赶制的 36 万人份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已发往全国
各地。”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向记者

介绍，连日来，全公司 700 余人为抗击
疫情坚守岗位，目前该试剂盒的日产能
可达50万人份。

据圣湘生物生命科学研究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基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联同武汉中心医院、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悉尼大

学等多家研究机构，联合公布的武汉新
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2019-nCoV)，
公司研发团队第一时间获取序列并进
行了分析和设计开发，依托公司 10 余
年的技术沉淀和数亿人份产品应用积
累经验，在1月14日成功研制出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能够为疫情防
控提供快速、简便、精准、高通量的核酸

检测方案，有效助力识别疑似病例特别
是隐性感染者，从而快速分流患者，防
止交叉感染，避免更大范围的疫情扩
散。

该试剂盒采用圣湘生物最新核心
技术 RNA 一步法技术平台，通过简单
的样本处理后可直接在常规荧光 PCR
仪上使用，1 名操作人员在 2 小时内可
以完成 96 份样本的检测；结合圣湘生
物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单批
检测样本量可达 96人份，能实现 1人 1
机 1 日检测样本量达 1000 人份以上；
结 合 圣 湘 生 物 移 动 分 子 诊 断 平 台

（POCT），最快可在 30 分钟出检测结
果，实现现场即时检测。

最快30分钟检测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圣湘生物研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获国家药监局快速审批

1月29日，湖南中大中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段涵
敏）1月29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2020 年 1 月 28 日 0-24 时，湖南省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
病例 78例，新增重症病例 8例，新增死
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0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长沙市22例、衡
阳市10例、株洲市6例、湘潭市2例、邵
阳市 8 例、岳阳市 9 例、常德市 7 例、益
阳市 4 例、永州市 4 例、怀化市 2 例、娄
底市 4 例；新增重症病例中，衡阳市 2
例、株洲市 1 例、邵阳市 2 例、怀化市 1
例、娄底市2例。

截至 1 月 28 日 24 时，湖南省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
例 221 例，重症病例 38 例（另有 1 例转

归为普通病例），死亡病例0例，出院病
例0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46例、衡
阳市 17 例、株洲市 13 例、湘潭市 8 例、
邵阳市 19 例、岳阳市 26 例、常德市 26
例、益阳市 14 例、郴州市 7 例、永州市
11例、怀化市18例、娄底市13例、湘西
自治州3例。

重症病例中,长沙市7例、衡阳市4
例、株洲市 2 例、湘潭市 1 例、邵阳市 5
例、岳阳市 1 例、常德市 4 例、益阳市 2
例、永州市 3 例、怀化市 6 例、娄底市 3
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3307 人，
已解除医学观察95人，尚有3212人正
在接受医学观察。

湖南新增78例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221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