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1日，长沙地铁6号线六沟垅站至文昌阁站区间右线，工作人员在
保养轨道。近日，负责该区间施工的水电八局25名关键岗位人员已全部到
岗，6号线龙华站、六沟垅站等6个项目已复工，其余项目正组织人员陆续
进场。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长沙地铁6号线建设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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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张尚武）
一年之计在于春。各地一手抓战“疫”，一
手抓春耕备耕，不误农时抓好粮食生产。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春耕备耕
农资供应有保障，农资价格稳中略降。据
抽样调查，今年全省高档优质稻、高效种
养模式和特色旱杂粮意向种植面积增加。

虽然遭遇疫情影响，春耕备耕农资有
保障。据相关部门数据，至1月底，全省供销
合作社系统储备化肥约80万吨，种粮大户
等新型经营主体对化肥进行了部分冬储，
可保春耕备耕需要。全省库存水稻种子
7100万公斤，另有救灾备荒储备水稻种子
310万公斤，全省供应充足。在价格方面，尿
素、进口氯化钾、复合肥等品类的冬储价格
近几年来首次出现全面下降，降幅逾5%;杂
交水稻种子价格下降4%左右。

1 月中下旬，省农业农村厅对 976 户
种粮农民进行抽样调查，种粮大户“三
增”意向明显,即高档优质稻、高效种养模

式和特色旱杂粮意向种植面积增加。抽
样调查显示，高档优质稻意向种植面积
大户比上年度增加 15.5 个百分点，散户
增加 5.1 个百分点；高效种养模式受青
睐，稻渔综合种养预计突破 500 万亩；特
色旱粮作物面积增加，全省旱粮意向种
植面积增加8.1万亩。

省农业农村厅部署，千方百计稳定
粮食生产，要大力发展早稻集中育秧，以
专业化育供秧为引领，解决因劳力短缺
不能育秧、技术缺乏不会育秧、天气太冷
和疫情影响不想育秧、成本太高不愿育
秧等问题，创建“一企一片一种”优质粮
食生产基地，引领优质水稻生产。着力发
展旱粮生产，充分利用旱土资源以及高
岸田、天水田、渗漏田等缺水田和长株潭
种植结构调整区发展旱杂粮。加大对早
稻机械化育插（抛）秧社会化服务支持力
度，通过推进早稻生产社会化服务，提高
种粮效率和效益，稳定早稻生产面积。

不误农时抓好粮食生产

春耕备耕农资供应有保障

谭登

疫情防控阻击战已鏖战了半个多
月，“口罩难求”依然是当下大家的共同
感受。有报道称，上海、广州等地实行在
线预约、摇号购买等口罩采购新规，有的
地方推出凭身份证免费领取口罩的措
施。这些做法看似有点夸张，但就眼下口
罩供应情况来看，又何尝不是“一罩难
求”下的无奈选择。科学使用、节省使用
口罩，已成当务之急。

平常之物何以成紧俏货？平时不觉
得，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出门戴口罩
的习惯，即便是雾霾严重的时候，戴口罩
出门的人比重也不是很大。如今，疫情袭
来，戴口罩成了最基本最有效的防控手
段，瞬间释放的需求量暴涨。如果按每人
每天一个口罩计算，每天就得有 10 亿量
级的供应量。尽管我国拥有全球最大、日
产 2000 多万只口罩产能，但急需之下出
现供求失衡，实属正常情况。放眼世界，
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做到。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层面正在积极组
织企业复工，并给口罩厂家吃上了兜底收
储“定心丸”，开足马力生产增供给。在民
众个体层面，也需树立非常时期的意识，

做好节约用、合理用，每人节省一个口罩，
也是10亿量级。双向发力，能缓当前之急。

吃一堑，长一智。口罩供应紧张，虽
然有力所不及的客观因素，但一些深层
次的思考也不应轻易搁置一边：此次重
大疫情暴发之初，相关防疫产业链上下
游应急保障联系不紧、快速反应不强的
滞后性，在今后须引以为戒。

从 2003 年“非典”、2008 年汶川地震
和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到此轮新冠
肺炎疫情，一次次应急的背后，物资有保
障，乃战胜灾难之基。救援物资从生产、
市场供应到国家调配层面，完善应急体
系，通过制度设计，形成物资采购、协议
供货、应急储备以及演练等机制，平时服
务，灾时应急，同样重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口罩物资作为
抗疫“重器”，如同防汛物资调配那样，掌
握主动在手，平时储备足，演练到位，“家
里有粮心不慌”，紧要时刻就不会掉链子。

疫情阻击战进入关键阶段，防疫物资
保供应需综合施策、多措并举。除千方百
计扩大生产之外，创新应急保障体系、做
足精细管理和提升物资调配效率，同时推
动民众养成珍惜物力、不过度耗费的使用
习惯，应是破解“口罩荒”的紧要之计。

科学使用、节省使用口罩，
已成当务之急

金中基

从开始的十几家，到现在的几十
家，医疗防护物资生产重点企业迅速
投入疫情防控战斗，千方百计挖掘潜
力复工复产，为战疫一线源源不断地
输送“弹药”“粮草”。我们要为这支特
殊的后勤保障部队加油鼓劲！

这一良好局面的形成，得益于省
委省政府敏锐超前决策。防控战打响
之初，我省在积极鼓励企业利用一切
资源进行采购的同时，采取了战时状
态的非常之举，为医疗防护物资生产
企业开工上马解难纾困，尽一切努力
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并为打消企业顾
虑，承诺政府将产品全部包销。

目前，疫情防控战到了胶着对峙

状态。只能前进，不能退却，狭路相逢
勇者胜。在这个处于“打疲劳战”“打消
耗战”的阶段，既要考验我们的意志毅
力，也要考验我们的装备实力。前方将
士勇往向前、拼命战斗，后方保障必须
全力跟上。而此时，经过前段的战役，
我们的库存消耗很多，亟需补充大量

“弹药”。因此，一方面企业要再接再
厉，开足马力生产，最大限度保证医疗
物资供应；一方面政府部门、金融机构
要特事特办，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支
持力度。

在后方努力保供的同时，我们每
一个人都要节约使用口罩等医用物
资，把“弹药”尽量地留给前方医护人
员，共同为这场与疫魔搏斗的人民战
争作贡献。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刘永涛）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今天发布2020年第
1 号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
费，科学防疫，减少户外活动是比戴口罩
预防新冠肺炎更好的方法。

提示指出，受新冠疫情影响，口罩供
应紧张是暂时的，消费者要予以理解，不
必惊慌。政府已采取多项措施，生产企业
陆续复工复产，扩大口罩产能，市场供应
短缺现象正逐步缓解。

根据提示，消费者要选择正规途径
选购口罩，并注意保留消费凭证。购买时
要认准执行标准，仔细查看包装上的厂
名、厂址、联系电话、生产日期、有效期限

等。发现经营者有恶意囤积、虚假宣传、
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及时拨
打12315热线举报。当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受到损害，要及时向消委组织或有关行
政部门投诉。

提示强调，消费者要节约资源，减少
户外活动。普通消费者最好的防护就是少
出门，这比戴口罩预防新冠肺炎更有效。
当前正值防控疫情关键时期，我省口罩供
应采取“急用先保”原则，呼吁广大消费者
不要盲目囤积口罩，要合理使用、节约使
用口罩。普通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更多选
择使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把KN95、N95口
罩等物资留给最需要的防疫前线。

省消委发布2020年第1号消费提示

节约使用口罩 减少户外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疫情发生以来，口罩成为最为紧
俏的物资之一。我省企业持续开足马
力生产，加快新上生产线，千方百计
加大口罩产能。据省工信厅调度，全
省 14 家重点联系口罩生产企业的口
罩产能逐步提升，日产量已由启动一
级响应时的 30 多万只提升到 2 月 10
日的 83 万多只。

2 月 11 日，湖南康怡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新上的2条口罩生产线，产能逐
渐释放，一次性医用口罩的日产量从
最初的3万只快速上升到8万只左右。

“2 条新生产线，仅用一天一晚到
位。”省工信厅派驻康怡公司工作组组
长王平告诉记者。2 月 3 日晚上，经过
数天的艰难寻找和谈判，企业终于在
湖北仙桃订购到2条生产线。工作组第
一时间报告后方指挥部，半小时就办
好了物资运输绿色通行证和介绍信。4
日下午，生产设备和人员平安抵达，经
过消毒、安装、调试，迅速启动生产。

“自农历大年三十复工以来，机器
24 小时开启，人员两班倒。”湖南永康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最近也新上了 2 条
口罩生产线，运转的生产线达到 4 条，
口罩日产量接近19万只。

用战时思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人歇机器不歇，三班倒、两班倒在
企业成为常态。永康公司的负责人几
乎每天在生产线旁守到凌晨两三时，
协调解决设备运转、人员调度、原料供
应等问题。长沙芙蓉口罩厂在现有多
条自动化生产线基础上，将原先淘汰
的2条半自动生产线重新开启，每天生
产至凌晨三四时，日产量从复工之初
的10.8万只增加到了17万只。

全力抗“疫”，精准施策。省工信厅
第一时间向口罩、消杀用品等防疫物
资生产企业派驻了工作组。在2月4日
我省已出台的《全力保障防疫物资生
产供应十条措施》基础上，结合国家有
关政策，省工信厅进一步加大力度支
持企业扩大口罩产能。

政策出台后，企业迅速响应。2 月
11 日上午，龙山济德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加紧装修无尘车间，即将开启口罩生
产。3天前，通过特殊时期开设的“绿色
通道”，济德医疗用品公司当天完成注
册登记，成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
家拿到营业执照的口罩生产企业。

汇聚起全民战“疫”的强大力量，
相关产业企业、大型制造企业纷纷为
口罩生产护航。

位于郴州的湖南玛泽服饰有限公
司服装厂，24 小时“转型”为阳普医疗

有限公司代工口罩半成品，短短几天，
半成品口罩的日产量已由 1000 只增
加到5000只。

有的口罩生产企业技术力量不
足、生产线故障频繁，省工信厅从华
菱湘钢等大企业中遴选技术专干组
成 7 个口罩生产线技术服务维保小

组，上门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目前
已帮助康怡、力达康、臻和亦康等企
业快速解决了口罩生产设备安装调
试、突发故障维修等问题。

据悉，目前我省重点联系的口罩、
手持红外线体温仪、消杀用品等疫情
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已达59家。

14家重点企业产能逐步提升，日产量已由30多万只提升到83万多只——

湖南：口罩生产按下“加速键”

通讯员 李合锋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军中，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在临床一线，却
是控制疫情的关键。他们是刺向疫情
的“利刃”。

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
疾控工作人员需要像侦探一样对每例
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抽丝剥茧追溯
感染来源，找出密切接触者并隔离，防
止更多的人被感染。控制增量成为战胜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希望。

湖南省疾控中心是全省疾控系统
的排头兵，担负着引领全省疾控工作的
重担。该中心的传染病预防控制科（以
下简称“传防科”）正是排头兵手中的尖
刀，是与新冠肺炎疫情作战的“利刃”。
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传防科便迅速成
立疫情现场处置小组、风险评估组、技
术方案组、防控动态信息小组，分工合
作，全力以赴。20多天来，科室内的10

名战士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目前，传防科已出动 50 余人次前

往全省 27 个县、市，带领各级疾控机
构科学高效开展疫情现场处置工作。
组织力量撰写全省新冠肺炎疫情流行
病学分析报告 5 篇，风险评估 5 篇，为
行政机构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先后
编写了《新冠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公共
交通防控指引》《新冠病毒肺炎流行期
间中小学校和托幼机构防控指引》等
20多个方案、指引，撰写科普宣传稿件
20余篇在媒体发布。

“全能超人”——胡世雄
自从我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以来，传防科科长胡世雄日
夜连轴转，调查疫情，撰写疫情分析，
研究技术方案。为了查明每一起疫情
的来源和波及范围，胡世雄不是在处
理疫情中，就是在赶赴下一个现场的
路上。疫情出现在哪里，他总是第一个
赶赴现场，走访医院、社区、病家，调查

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密切接触者。
有时，还要给密切接触者采集咽拭子
标本。作为湖南省最权威的流行病学
专家之一，他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向全
省疾控同仁公开，并在 10余个疫情处
置工作群中保持时刻在线，疾控同仁
可随时向他咨询。他的手机打成了热
线，工作群变成了答疑群。他被同事们
赞为“全能超人”。

防控先锋——罗垲炜
1月中旬，我省拉响阻击疫情战斗

警报，罗垲炜第一时间冲向疫情前线。
他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与新冠肺
炎病毒正面交锋，仔细询问病人发病
经过、追溯感染来源、判定梳理密切接
触者。汗流浃背的他走出隔离病房时，
常常是深夜凌晨；争分夺秒把调查报
告写好，天已大亮。近一个月来，他没有
休息过一天，没有好好陪家人吃上一顿
饭。饿了就吃一口泡面，困了就在办公桌
前趴5分钟；实在撑不住了，就用冷水洗

一把脸，转身又投入到工作中。

科普骄子——张恒娇
张恒娇主要负责疫情防控动态

信息小组的工作。作为一名综合素质
过硬的年轻党员，她既要做好办公室
的文案工作，又要负责现场疫情处
置。每日加班加点收集防控动态及相
关技术方案，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
传，帮助大众实时了解疫情动态。由
省疾控主编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知识问答》，由构思到面世仅用了
118 小时。张恒娇说：“身为疾控人，
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
放在第一位。”

最强新兵——刘子言
年前已经回到隆回老家待了不到

一天的刘子言，一听到抗疫工作的召
唤，立即放弃休假，赶回长沙。对入职
不到半年的她来说，防控新冠肺炎疫
情是她的重大挑战。在前辈的带领下，
她奔赴各类疫情处置现场，迅速地适
应了传防科繁重复杂的工作。秉承着

“干中学、学中干”的精神，她在实践中
积累经验、提升自我。在传防科，没有
过渡时间，每个人都必须迅速成长，找
准定位，成为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短评

加油快干，多送“弹药”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汪端华）人们的餐桌上，蔬菜每天
都不可少。下阶段，我省蔬菜供应将走入

“春淡”季节，全省早春蔬菜育苗生产也将
进入关键时期。如何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
时，抓好蔬菜田间生产，保障蔬菜稳定供
应？今天，湖南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
们在会商后，提出了几点应对措施建议。

专家们指出，当前是早春蔬菜育苗和
定植的关键时期，农时不等人，各地蔬菜
生产者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应有序返
岗复工。体温监测后分散式进行田间作
业，全程正确佩戴口罩，生产工具专人专
用，定时消毒，勤于洗手，切勿带病生产。

在蔬菜的管理上，专家们提出，一方
面要加强存园越冬菜的培管和有序采
收，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春季育苗的管理，
并抢播一批早春叶类菜。

受疫情影响，多地计划春节上市的
越冬蔬菜采收受阻，当前全省存园的越
冬菜较为充足。专家们支招，对于达到商
品成熟但无法及时采收的大白菜、甘蓝、
莴笋等蔬菜，应适当控水控肥延期采收；
对于大棚辣椒等越冬留园保鲜蔬菜，应
疏掉部分弱果、病果，加强通风和温度管
理，减少病害发生；结合市场需求，对有
条件组织销售的基地，及时采收上市；随

着气温回升，多地越冬蔬菜会抽薹开花，
影响蔬菜商品性，对于有储存能力的基
地，结合生产效益，适量采收储存，应选
择晴天或阴天进行集中采收，采收时适
当多留外叶，包装入库贮藏，减少搬运次
数；对于多次采收的菜薹等尾季蔬菜，建
议尽早罢园，以免遇到持续阴雨天气影
响春播复耕。

专家们指出，当前是茄果类蔬菜育苗
的后期管理及大棚定植的关键时期，瓜类
蔬菜的育苗工作也将开始，各地应提高应
对“倒春寒”的防范意识，做好育苗设施维
护管理，必要时搭建小拱棚。当前苗床温
度保持白天20～25℃，夜间12～16℃；中
午前后气温较高时进行通风，降低大棚内
湿度；可通过补光、控水等方式调控植株
生长，抑制秧苗徒长，培育壮苗。

早春菜生产是保障我省“春淡”蔬菜
供应和提高菜农收益的重要模式。专家
们指出，当前多地早春辣椒、茄子等蔬菜
已经开始移栽大棚，早春叶类菜也开始
播种，近期气候适宜，各地应加强田间管
理，合理调控肥水，加强病虫监测与防
控，确保4月上中旬我省早春菜的如期上
市。可利用大棚套小拱棚的保温设施，抢
播一批速生叶类菜，如普通白菜、苋菜、
空心菜、油麦菜、生菜等。

抗疫期间如何抓好蔬菜生产
省农科院专家提出应对措施

湖南日报 2 月 11 日讯（记者
刘永涛 陈淦璋 通讯员 曹亚臻 陈慧）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昨天投
放首批专项再贷款 20 亿元，用于对
全省疫情防控重点企业发放优惠利
率贷款。截至 2 月 9 日，全省共对 12
家疫情防控重点名单企业发放优惠
利率贷款14笔，金额4.81亿元。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明确省内
重点医用物品和生活物资企业名
单，建立 9 家全国性银行在湘机构
和 省 内 3 家 地 方 法 人 银 行 联 动 机
制，确保资金精准投向疫情防控重
点企业。专项再贷款实行优惠利率，
银行运用专项再贷款发放的贷款利
率也实行优惠利率，财政按实际贷
款利率再给予贴息。为支持相关企
业应对疫情，银行先向企业发放符
合要求的贷款，再向人民银行请领

再贷款资金。
华融湘江银行介绍，洁宝日化

（湘西）有限责任公司已从该行获得
湖南首笔专项再贷款 200万元；长沙
银行、长沙农商银行向省内重点保障
企业湖南华升集团、华润湖南医药有
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
款 8200万元，最长期限为1年，用于
口罩、防护服、医用床单等防疫物资
的生产。

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农发行湖南
省分行、建行湖南省分行、工行湖南
省分行等全国性在湘机构，共向省内
7家全国重点保障企业发放 1年期优
惠利率贷款 3.97 亿元。其中，农业银
行湖南省分行以1.65%的低利率向湖
南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放优惠
贷款 500 万元，满足企业购买原材料
生产消毒剂需要。

精准保障疫情防控重点企业资金需求

全省投放首批20亿元专项再贷款

湖南日报 2 月 11 日讯（记者
奉永成）农行湖南省分行数据统计显
示，截至 2 月 10 日，该行已为全省 70
余家医院及医药单位累计投放防疫贷
款10.8亿元，并配置20亿元的专项信
贷规模，满足普惠领域的贷款需求。

支持企业参与疫情防控。农行湖
南省分行对参与防疫工作的重点客
户放宽信贷权限，不断更新全省疫情
防控重点联系小微企业名单，目前已
达 124 家。截至 2月 7日，农行湖南省
分行今年已累计为医药、医疗器械、

防疫物资生产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62
笔，金额达 2.12 亿元。推出特色信贷
产品“药商 e 贷”，目前，已累计投放

“药商e贷”贷款3000余万元。引导客
户使用纳税e贷、抵押e贷、小微e贷、
网捷贷、助业快e贷等线上产品，使客
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贷款。

备足资金子弹，满足农户春耕
备耕生产经营需求。通过自动审批
方式加大“惠农 e 贷”投放，今年以
来已累计为农户投放“惠农 e 贷”贷
款 5.6 亿元。

农行湖南省分行已投放
防疫贷款10.8亿元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唐海萍 蔡鹏）工商银行湖南
分行今天透露，该行储备贷款 820 亿
元支持复工复产，截至 2 月 9 日，已紧
急投放贷款 10.2亿元，支持 22家湖南
企业疫情防控和稳定生产。

此批贷款中，湖南工行向直接参与
防疫用品和生活物资生产的3家全国重
点企业发放专项贷款1.395亿元，由财
政贴息50%，企业实际负担的年利率低
于1.6%。

简化审批流程、开辟绿色通道、提
供优惠利率，湖南工行为疫情防控相
关单位提供精准服务，支持企业复工
复产。其中，投放 4 亿元支持张家界人
民医院建设防疫设施；投放1亿元支持
华天集团抗疫营运周转；为步步高投
放 8000 万 元 专 项 优 惠 贷 款 ；贷 款
3000 万元支持湘潭县人民医院防疫
药品釆购。2 月 8 日，该行启动绿色通
道，对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发放复
工复产贷款5500万元。

湖南工行储备贷款820亿元
支持复工复产

刺向疫情的“利刃”
——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科战“疫”群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