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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6日晚，国
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在中国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国王陛
下和沙方多次表示予以中方坚定支持，
充分体现了中沙两国的真挚友谊和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我对此深表
赞赏。中方愿同沙方相互支持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双边关系得到
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疫情发生以来，中方
举国行动，全国上下一心，全力应对，采
取了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打响

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目前，我
们的防控工作正在取得积极成效。中
国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有应对公共卫生
事件的丰富经验，有信心、有能力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方采取的强
有力措施，不仅在对中国人民健康负
责，同时也是对世界公共安全的巨大贡
献。希望各国及时了解和遵从世界卫
生组织关于旅行和卫生的指导意见。
中方高度重视在华沙特人等所有外国
公民的健康与安全，会继续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好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
方将继续本着公开、透明的态度，同包
括沙特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有效应对

疫情，维护世界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萨勒曼代表沙特政府和人民向中

国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疫情斗争表示坚定支持，对疫情造
成的损失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表示慰
问。萨勒曼表示，沙方高度赞赏中国政
府为应对疫情采取的有力措施，相信中
国一定会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沙方
高度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同中方坚定地站在
一起。在当前中国面临困难之际，沙方
愿全力以赴，向中方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和帮助。沙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友好合
作。

习近平同沙特国王通电话

湖南日报2月 6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
召开座谈会，就如何更加准确、快速、便
捷地筛查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听取
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他强调，
要立足疫情防控新形势新情况，按照“政
府鼓励、专业支持、企业参与、群众自愿”
的原则，把检测诊断前移，进一步提高检
测确诊能力，缩短检测时间，扩大筛查范
围，努力形成群防群治新机制，做到早发
现、早治疗，少传染、少恐慌，牢牢把握全
省疫情防控工作主动权。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

省领导张剑飞、吴桂英出席。
聚焦这一主题，来自省疾控中心、中南

大学医院管理处、省卫健委、省药监局等单

位负责人以及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设备生产
企业和第三方医检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发
言，就如何更加准确、快速、便捷地筛查检
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提出具体意见、建
议。大家表示，当前，我省已具备了在较短
时间内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的技术和设
备支撑，在确保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做到快
速、机动、精准筛查，将最大限度切断传染
源，有效防范集聚性疫情风险。

在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杜家毫肯定
前一阶段全省疫情排查和病例检测救治
等工作有力有序有效。他说，当前，我省
防控工作已由春节休假阶段转入节后单
位企业复工复产、人员错峰流动的新阶
段。随之而来的，筛查的重点将由疫区

返湘人员转向发热人员，防疫的重心也
将逐步由社区、小区向厂区、餐馆等人员
密集场所转移。这些变化，都给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立
足新阶段新形势，及时调整防疫思路，积
极探索群防群治的新机制和好办法，更
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类企业自防
自护的积极性，做到以变应变。

杜家毫强调，确保第一时间筛查确
诊疑似病例，就为疫情防控工作赢得了
主动。前一阶段，疾控中心和相关医院
主要承担我省疑似病例筛查确诊工作，
要在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一经验做法的同
时，不断创新筛查确诊的新机制，做到同
向发力，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
阻击战。要充分发挥我省在生物医药和

医疗卫生领域的技术优势，把政府行为、
企业行为、社会行为更好地结合起来，按
照“政府鼓励、专业支持、企业参与、群众
自愿”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
群众自愿等多种形式，积极支持鼓励符
合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确保生物
安全的前提下面向社会公众开展核酸检
测，为群众自检自防开辟新渠道，使有筛
查需求的企业返岗人员和市民避免因往
返医院而可能造成的交叉感染，避免轻
症患者、居家隔离观察人员因没有及时
确诊而拖延成重症，进而使这套新机制
转化为社会群防群治、市民自防自护的
自觉行为，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少
传染、少恐慌，最大限度降低传染风险，
更好地护健康、促生产、保稳定。

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筛查检测工作

坚持政府鼓励专业支持企业参与群众自愿
努力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少传染少恐慌

许达哲出席

宁心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
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是当下的首要任务，也是我
们面临的一场大考。考情就
是军情，考风反映作风，考纪
折射党纪政纪。要赢得这次
大考，必须锤炼过硬作风；打
赢这场战斗，必须严明战场
纪律。

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的
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
以战时的状态，坚决服从中
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
调度，全国一盘棋，令行禁
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决不
能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
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
能我行我素、各行其是，决不
能敷衍塞责、推诿扯皮。

疫情防控是一场人民战
争，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
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艰难时刻，
疫情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把投身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
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试
金石和磨刀石。广大党员干部要冲
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作为“关键少数”的各
级领导干部，要发挥“关键作用”，要
挺身而出、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当
好“主心骨”。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把落实工作抓实抓
细。抓而不实，等于不抓；抓而不
细，关系重大。面对复杂严峻的疫
情形势和复工复业、返城返岗的新
情况，我们的工作务必实些实些再
实些、细些细些再细些。“三统一”是
否贯彻到全域、全员、全程，“四集
中”是否落实到疫情防控、救治、科
研、宣传、治安、保障等各方面各环
节，复工复产复业的各项保障工作
是否落实到位，哪项工作是否有纰

漏，哪个地方是否有盲区，哪
个问题是否有短板，哪个数
据是否存疑问，都必须一丝
不苟，决不能有差不多、过得
去的想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
工作的大敌。集中精力打抗
疫歼灭战，如果还要面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敌，“双
线”作战，势必使战斗力大打
折扣。因此，必须坚决对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说不，让基
层干部群众把更多精力投入
到疫情防控第一线，决不能
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表格落
实文件，不能放空炮、走过
场，不能以口号代替口罩、以
口水代替消毒水。

严明的作风靠自觉，也
要靠动真碰硬的执纪问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不力
的，对不服从统一指挥和调

度、本位主义严重的，对不敢担当、
作风漂浮、推诿扯皮的，除追究直接
责任人的责任外，情节严重的还要
对党政主要领导进行问责。对失职
渎职的，要依法依纪惩处。最近一
段时间，对工作不力、作风不实，不
担当不作为、消极应付、瞒报信息的
党员干部追责问责的有之，对违法
乱纪、失职渎职的行为绳之以法者
有之，彰显了严明法纪的鲜明导向，
表明了各级党委政府以严格吏治法
治保障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
决心。非常时期当有霹雳手段、雷
霆行动，所有置身考场的人都要心
存敬畏，不越底线红线，切莫关键时
刻掉链子。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只
要我们众志成城、上下一心，保持永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以过硬作风和严明法纪，一
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经济社会发
展，就一定能赢得这次大考，打赢这
场战役。

正
风
肃
纪
迎
大
考

湖南日报 2月 6日讯（记者 贺
威）今天，省委副书记乌兰率省委第
二指导组赴岳阳市指导疫情防控工
作。她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
指示批示精神，服从“三个统一”，科
学精准防治，狠抓工作落实，有力有
序有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华容县万庾镇道人桥连接湖北
石首市，乌兰一行来此检查交通卡口
防控情况，对值守的工作人员表示慰
问，要求继续严密做好防控工作。在
章华镇北街社区检查疫情排查防控
情况时，乌兰详细询问居家观察、疑
似病例等人员的情况，强调要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加强排
查防控，对居家隔离对象和集中留观
对象做好精准服务和心理疏导。来
到华容县疾控中心，乌兰仔细检查重
点对象筛查等情况，慰问一线医护人
员。在步步高超市，乌兰详细了解农
副食品等生活物资供应情况。

乌兰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疫情防控全国

“一盘棋”，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
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做到令行禁
止。要坚持科学标准、采取科学方
法、突出工作重点，抓实抓细联防联
控，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加快做好疑
似病例排查检测，坚决防止疫情扩
散。要按照“四个集中”要求，实施科
学救治，全力提高治愈率。要提前做
好预案，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支
持和组织各类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科
学引导复工返岗人员错峰出行。要保
障医疗卫生物资和生活必需品供给，
保证经济社会正常秩序。要在防疫抗
疫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干部勇于
担当，对于失职渎职的要严肃问责。

乌兰要求，指导组成员要认真履
行职责，健全工作机制，发扬优良作
风，深入一线掌握实情，帮助研究解
决重大问题，为疫情防控提供精准指
导和有力支持。

乌兰率省委第二指导组赴岳阳市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服从“三个统一”科学精准防治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
卫健委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议。他
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抓紧抓好春节返程、复
工复产阶段的疫情防控，严密筛查疫情，
加强检测工作，控制感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国务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派驻湖南指导组，
副省长吴桂英、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上，国务院指导组负责同志就科

学安排复工复产、继续抓好精准排查等
提出意见建议。省卫健委、省公安厅汇
报了联防联控工作情况，圣湘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提出了相关建
议。

“连日来，全省上下开展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向所
有为抗击疫情付出辛勤努力的干部群众
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许达哲指
出，我们即将迎来春节返程、复工复产所
带来的人员流动高峰，不能有丝毫松懈
和侥幸，必须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落实省委要求，坚定信心、同舟共济、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狠抓责任落实、工
作落实，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维护
正常经济社会秩序。

许达哲指出，我省在生物医药领域
具有一定优势，不少第三方检测机构可
以发挥其作用，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要按照个人自愿、市场为主、政府补贴的
原则，推动第三方检测机构和相关医疗
单位提供社会化检测服务，满足企事业
单位复工和群众的检测需求。要尽快拟
定方案，全面摸清检测需求、检测机构能

力等情况，开展区域试点，稳健推进实
施。要强化政策引导、技术支撑，确保检
测服务各环节安全、有效。

“减少传染就是给一线医务人员减
轻压力。”许达哲强调，要继续落实最严
密的疫情排查，充分运用大数据等技术
手段，持续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
重点人群的排查管控，坚决防止疫情输
入和扩散。要坚持上下联动，以乡村和
社区为重点，确保筛查情况及时向上反
馈，对排查工作实行闭环管理。要认真
汇总各类信息，加强流行病学调查，根据
最新疫情和救治情况研判防控重点，科
学安排各行业复工复产，指导企业和学
校等单位联防联控。要着眼构建更加完
善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加快关键
物资的自主生产供应。

许达哲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议

严密筛查强化检测 确保复工复产安全

湖南日报2月 6日讯（记者 李
杰 肖霄 彭婷 戴鹏 张颐佳 熊小平 颜
石敦 赵志高）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我省今天又有30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其
中，我省年龄最小的、仅14 个月大的
确诊患者出院。截至2月6日23时，我
省已有86名确诊患者出院。

“终于可以回家了，好高兴！”上
午 11 时许，常德市第二人民医院，刚
从隔离病区出来的李某格外兴奋。他
表示，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亲切关
怀，让他康复得特别快。当天，常德共
有11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其中1人
为重症治愈患者，这也是该市首例重
症患者痊愈出院。重症患者丁某，46

岁，武汉人，1月23日到常徳市第一人
民医院就诊，1月25日确诊，第二天病
情加重，1月28日转至常德市第二人
民医院。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1
月31日病情好转。“回家第一件事，就
是好好睡一觉。”走出隔离病区，丁某
不停地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住院治疗期间，是医务人员的
精心治疗让我战胜了病毒。”走出隆
回县人民医院隔离区，胡某某热泪盈
眶。当天，邵阳市6名确诊患者治愈出
院，其中4人来自隆回县人民医院，其
他两人分别来自邵阳市中心医院、邵
东市人民医院。据悉，这6位治愈出院
的患者，都是武汉返乡或途经武汉人
员。

▲ ▲

（下转4版）

我省又有30名确诊患者治愈出院
其中包括我省年龄最小、仅14个月大的患者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戴着口罩敲键盘，拿着餐
食吃盒饭。”2月5日，中联重科在保障员
工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情况下，组织各大
园区、生产基地分步、有序复工复产。

与往年锣鼓铿锵、车水马龙发货的

复工场景不同，今年中联重科的复工仪式
是通过互联网在企业微信号上举行的。
如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公司的“开门红”
活动，以往一直是邀请客户齐聚一地举办
推广会，此次改为线上直播，向客户推广
新的4.0产品和技术。

▲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2月6日讯（记者 熊远
帆）昨天下午，位于长沙经开区的三一
重工18号智能车间里举行了新年复工
仪式。参加仪式的200多位工人和车
间管理人员全部按要求佩戴口罩，进
行消毒之后，便投入到了这次特殊时

期的生产保供工作中。
在严格的安全排查、安全管理、需

求分析基础上，18号车间的装配、机加
等产线将实行两班倒，未来将根据疫
情控制、市场需求情况，逐步提升产
能。

▲ ▲

（下转2版③）

中联重科微信号上举行复工仪式

三一重工18号智能车间复工
17个国内产业园已做好防控措施

2月6日，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南星通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救护车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加紧生产新型负压救护车。
当天上午，首批4台新型负压救护车下线，已紧急发往武汉参
与救护。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黄姿 摄影报道

抓生产
促保障

立春时节 复工忙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大考正当前 湖南齐奋勇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贺佳 冒蕞
孙敏坚 刘燕娟 刘笑雪

猝然而至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是一场不期而遇的系统性大考。

疫情发展速度之快、牵涉地域之广，
疫情防控的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对
湖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严峻挑
战。

疫情肆虐，湖南上下奋勇迎考，坚持
疫情防控全省一盘棋，全力救治感染患
者、切断传染途径、保障物资供应，联防
联控，协同发力，筑起防控疫情的“铜墙
铁壁”；既顾当前，又图长远，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生产，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

湖湘儿女齐战“疫”，越是艰险越向
前。党性觉悟在大考中磨砺，为民初心
在大考中坚守，治理能力在大考中检验，

战斗精神在大考中锤炼，人性光辉在大
考中彰显。

抗疫鏖战正酣，大考仍在继续。面
对这道必须答好的考题，湖南能不能交
出合格答卷，人民拭目以待，同志仍需努
力。

以淬炼成钢的过硬党性
投身大考

“进病房前，我们激动又紧张。可一
接触病人，就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下子忘
记了这是危险区域。”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边喘着粗气，一
边坚持工作。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
的价值。”

这是2月初以来湖南援鄂医疗队队
员杨晶和李婉贞在战“疫”一线写下的日
记。字里行间，写满了党员的赤诚。

抗击疫情就是一场党性大考，考验

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和担当。面
对这场严峻考验，湖南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挺身而出，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
打头阵，10 余万基层组织燃星火，390
余万名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以淬炼成钢
的过硬党性“赶考”。

靠前指挥才能驭敌制胜，身先士卒
才能前赴后继。疫情面前，各级党组织
书记站在最前，冲在最前，牢牢扛起了第
一责任人的责任。

连日来，省委书记杜家毫始终奔波
在一线，研究部署全省抗“疫”作战图，为
医务人员和患者加油鼓劲，检查企业迎
接复工复产的防控情况……市县两级党
委书记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和省委各项决
策部署，压实县乡村各级疫情防控责任，
全力以赴投入防疫战；乡镇党委书记和
村支书用“脚力”摸排疫情，宣传防疫知
识，打通防控“最后一公里”。

在这场分秒必争的战斗中，基层党
组织各彰其能，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冲在
救死扶伤第一线、群防群治第一线、保
障救助第一线。郴州市北湖区在 331
个无物业管理小区组建 176 个临时党
支部，1500 余名党员主动加入到疫情
排查、政策宣传、止谣辟谣等各项工作
中去；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街道 30 多
位党员组成党员突击队，20 小时内为
长沙“小汤山”抢建两个停车场、清运垃
圾200余车……

一声令下，无数党员奔赴战场，担当
防控一线的冲锋者、人民群众的守护
神！株洲市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姜
飞军“狠心”拆下未愈的左脚石膏报名驰
援黄冈；津市市金坪村老党员鲁礼平和
妻子连续13天为30余位抗“疫”战士准
备热乎的午餐，当好“炊事兵”和“送餐
员”……

▲ ▲

（下转2版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