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者心、仁者心、患难见真心！
近期疫情的严峻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为能给大家提

供更多疫情信息、疫情防范知识，更好地做到“打赢这场硬
仗”从你我做起。广汽传祺联合国内知名的数字健康平台微
医，推出在线义诊服务平台。大家可在该平台免费在线问
诊、了解疫情最新前沿资讯、防范知识等内容，希望借助该平
台能帮助大家，并与大家一起共同抗击疫情。

目前，该平台有来自全国各大公立医院的 1.9 万多名呼
吸科、感染科、内科等医生在线提供咨询和问诊服务，已提供
超过99万次的咨询服务，服务时间为7×24小时的不间断咨
询服务。

在这个平台，还能了解最新发布的对抗新冠肺炎的各种
方法。及时科普，防范病毒，从你我他、一件小事做起。除了
疫情发展，微医平台还及时更新各大官方主要媒体在疫情期
间的相关公告资讯，每一个都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

进入在线义诊有以下三种途径：
方法一：进入微信公众号“智慧乘祺”→选择底部导航栏

“疫情动态”→即可进入“在线义诊”页面，了解疫情最新近
况、在线免费问诊。

方法二：进入智慧传祺APP→选择“车主服务”板块可到
“在线义诊”。

方法三：进入微信公众号“智慧乘祺”→选择底部导航栏
“服务中心”→在服务中心内找到“在线义诊”。

截至目前，还有各大医院的医生正纷纷踊跃加入到此次
公益服务当中。疫情是一场大考验，让我们万众一心共同攻
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喻志科）·精彩湖南·

“祺”心协力 共战疫情
广汽传祺携手微医平台免费义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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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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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银
艳 通讯员 肖江杨）2 月 10 日下午，湖
南省贸促会向株洲建恒铁路装备有限
公司出具了全省首份新冠肺炎疫情不
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涉及合同金额
150余万欧元，预计可为企业挽回数十
万欧元损失。

株洲建恒铁路装备有限公司作为
多家国外公司的供应商，受本次疫情影
响，无法按时履行合同，不仅面临巨大
的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所受影响更是不

可估量。2 月 10 日，湖南省贸促会出证
认证中心收到企业申请，立即通过认证
平台对文件进行初审，在短短几小时内
完成审批流程，成功出具全省首份新冠
肺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并第
一时间将证书扫描件发给企业，原件则
将通过快递送达给对方。

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属于商事
证明领域中的事实性证明行为，是指由
中国贸促会及其授权的分、支会应申请
人的申请，对与不可抗力有关的事实进

行证明，出具后当事人可以部分或全部
免除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和迟延履行合
同的责任。该证明已得到全球20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海关、商会和企业
的认可，在域外具有强大执行力。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省贸促
会以维护全省进出口企业合法权
益为己任，帮助企业妥善处置疫
情防控期间的商事法律和商事认
证工作，保障有需要的企业在疫
情防控期间能及时办理原产地证

及其他商事认证业务，申办相关证明
以降低损失，维护合法权益。2 月 3 日
至 10日，共签发原产地证明 166份，受
理商事认证 30 份，预约受理不可抗力
事实性证明 10 份，办理 ATA 单证册 3
份，全力为企业提供专业便捷服务。

湖南签发首张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书
预计可为企业挽回数十万欧元损失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医疗资源远远比不上城市，农村
疫情防控阻击战怎么打？连日来，记者
走访发现，长沙市各乡村都在积极行
动，努力打好严防疫情“上山下乡”的
乡村保卫战。

全面控——网格管理、
大数据助力，精准摸排不留白

“你好，我是小张，家里人体温有
没有异常？有没有外来人口？”春节以
来，这句话成了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
道原佳村网格员张金川的“口头禅”。

根据望城区统一部署，各村每个
武汉返回人员家庭，都有一名乡镇（街
道）党政干部、一名村干部、一名民警、
一名医生负责联点包干，通过这种“四
包一”网格化管理，筑牢农村疫情防控
第一道防线。

农村防控，排查是关键。为了与疫
情“抢时间”，长沙的村干部们使出不
少“硬招”。

“各位村民朋友们，为减少入户摸
排给您带来的风险，请尽量采用微信
问卷方式作答，凡配合完成问卷者可
免费领取口罩1个……”这段时间，长
沙县金井镇农裕村村民的微信群被这
样一条通知刷屏。全村33个村组级微
信群里，都收到了一个关于新冠肺炎
防控摸排登记的二维码。

面对春节返乡人员增多的情况，
农裕村卫健专干吴海设计了微信小程
序，借力互联网大数据，村民们只需

“扫一扫”，就能完成疫情防控信息登
记、动态监测、线索举报等，信息排查
更精准、安全、高效。小程序上线仅 5
小时，就完成了全村近三分之一村民
的信息登记。

吴海告诉记者，这款小程序目前
已在全村推广使用，村干部还会结合
线下采集的信息，核实线上数据，确保
摸排不留死角、不留空白、不漏一人。

全民防——“村村响”、
家家晓，小喇叭有大作用

“朋友们听我言，全国上下抗肺
炎，非常时期不扎堆、不聚集、不串
门……”在浏阳市蕉溪镇6个村庄，每
天都能听到“村村响”、流动宣传喇叭
在村头巷尾广播。

“农村老人年龄大了，很多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横幅、标语也看不清、看
不懂，这时候最管用的宣传就是广播
叫、喇叭喊。”浏阳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

任黎艳介绍，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全
市322个村（社区）近万个广播就开始
定时播报疫情信息及防控知识。

农村广播“村村响”，快板、花鼓
戏、顺口溜等各类“土味”标语响彻长
沙大小村落。用大白话、方言广播，村
民听得进、效果好。

在宁乡市道林镇善山岭村，一直
在湖北恩施工作的戴挥庭一家回乡过
年，突然成了“洪水猛兽”。隔离在家的
老戴难免有些失落，被村委会主任王
青山看在眼里。

“不漠视、不歧视，湖北群众没犯
错，他们也是受害者。更何况是同村村
民，更该视为亲人，共渡难关！”王青山
通过“村村响”一喊话，不少村民主动
将鱼、肉、蔬菜、水果和酒水等送到戴
挥庭家，帮他解了隔离仓促、储备不足
的燃眉之急。

全力保——干部带头、
群众给力，严防死守齐上阵

“老高呀，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没
事就不要到处逛了，要对自己和家人
负责，赶紧回去吧！”2 月 4 日，宁乡市
沩山乡沩水源村，致富能手高胜春被
熊训忠一句话臊得满脸通红。

熊训忠来自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是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沩水源村
虽已脱贫，但脱贫不脱政策，熊训忠带
着两个小兄弟在这里干了近 3 年，村
民对他们很有感情。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后，熊训
忠等 3 人毫不犹豫地回到村里，协助
摸排相关地区返乡人员情况，值守检
查点。由于农村防疫物资紧缺，村干部
入户监测排查，一个普通口罩要用上
两三天。多方打听下，熊训忠和同事几
经周折，终于在城里联系了一批口罩，
当天驱车往返 300 多公里，把“保命”
物资送到村里。

在长沙市农村，干部带头、发动群
众，全力构筑起一道严密防控网。

“老唐，你要的菜送来了，放在门
口记得拿。”2月6日，望城区大泽湖街
道南塘村居家隔离的唐稳，刚刚送走
村卫生院医生，又接到了志愿者彭紫
嫣送来的新鲜蔬菜、瓜果的消息。

隔离病毒，不隔离爱。自 1 月 25
日起，大泽湖街道在各村社区全面开
展重点地区返长人员居家隔离工作，
在长达14天的隔离观察期间，不少村
民自发加入，志愿代购物资、上门收取
垃圾、定时测温消毒等。一个个细致入
微的关怀，让居家隔离的村民倍感安
心，配合隔离。

长沙打好疫情防控
乡村“保卫战”

湖南日报2月 11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黄金美）我省重点建设
高速公路项目——长益高速公路扩容
工程于 10 日复工。今天，记者从长益
高速公路扩容工程公司获悉，长益扩
容工程全线已经基本拉通，计划今年
建成通车。

11 日，在路基精加工、桥面系施
工和路面施工等多个建设现场，工人
们个个戴口罩，经过体温监测、信息登
记、领取防护用品等一系列“规定动
作”后，有序进入工地施工作业。

据介绍，为确保长益扩容工程高

效安全复工生产，项目部结合实际情
况科学规划、细化任务，扎实做好安全
隐患排查，落实工地参建人员实名登
记制，加强了工地环境清洁、通风消
毒。

长益扩容工程全长 50.28 公里，
起于长沙市望城区观音岩互通，途经
望城区、宁乡市及益阳市赫山区，止于
苏家坝互通，对接益阳绕城高速和长益
高速。按计划，长益扩容工程将于今年
建成，届时将新增一条长沙通往益阳、
常德、湘西州等地的交通干道，极大缓
解现有长益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

长益高速扩容工程复工
计划今年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向莉君
通讯员 石立新 彭朝超

2 月 10 日 11 时多,记者来到古丈县有名
的茶叶村——古阳镇黑潭村。这是一处典型
的土家族聚居村落，有 5 个自然寨，分为 8 个
村民小组。

清澈的古阳河穿村而过，一行行整齐的
茶叶树从河边向山腰铺展而去，随着山势如
五线谱一样跌宕起伏。

“我们村 208 户 1098 人，共有茶园 1300
亩。”村支书田庭茂告诉记者。

在村后海拔 300 多米的茶山上，新翻的
土地还冒着泥土香，村民周效平和妻子彭玉
芝、儿子周俊正分散在茶园 3个位置，各自忙
碌着。周效平和周俊负责翻土、起垄，彭玉芝

拿着小锄头仔细将一株株茶苗种到土里，并
盖上新土。

彭玉芝告诉记者，前几年种的湘西黄金
茶，去年开始采摘，尝到了甜头。于是今年将
这块3亩多的柑橘园全部换种湘西黄金茶。

“我们农历正月初二就上山种茶，买了
3000株苗，今天就要种完了。”彭玉芝一边干
活，一边和记者聊着。

周效平停下手头的活，插话道：“村里对
疫情防控很重视，广播一天喊到晚，5 个村干
部分别包干负责 5个寨子。最重要的是，村里
人不聚集，传染可能性就很小。农村生产很当
紧，上山种茶其实是两不误——不误抗疫、不

误农时。”
周效平还自豪地告诉记者，按计划，今年

他家的茶园面积，将扩大到20亩。
山的斜对面，村民田绍平也在翻耕土地，

准备移栽茶树苗。
在另一面山坡上，村民田绍建、石三妹夫

妇，也在移栽茶树苗。
作为有名的茶叶村，黑潭村几乎家家有

产业、户户有茶园。
憨厚的田庭茂笑着告诉记者，由于茶叶

产业日益壮大，去年全村仅有 30 个劳力外
出打工。今年村里从正月初二开始上山种茶
的农户，有 100 多户。村干部将村民种茶的

照片，发到村里微信群，大家比着干，生怕
自己落了后。全村今年新扩茶园将突破 100
亩。

村计生专干张建梅说，村支书是今春
种茶的带头人。2 月 6 日上午，村支书田庭
茂和妻子张红霞就在茶园里忙开了。田庭
茂还走村串户，帮村民维修农具，检修制
茶机械设备，并帮村民代购肥料、剪茶机
等。

古丈县是有名的茶乡，目前有茶园 16.5
万亩，其中可采面积10.1万亩。

古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丕宇介绍，
省委发出抗疫、生产两不误的号召后，该县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上万茶农进入茶
园，开始除草、施肥、栽种新苗，忙得不亦乐
乎。

茶叶村里种茶忙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见习记者 龚雅
丽 通讯员 廖鹤松)2月10日晚，涟源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对外发布第17号命令：对全市退
烧药品实行管控，所有药店、诊所以及非定
点发热门诊医疗机构一律暂停销售 30 种退

烧药品。
发热为新冠肺炎主要症状之一，发热人

员有较大感染可能和疫情传播风险。因无法
确定自己是否为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发热
人员自行去药店购药有扩大传染的风险，也

有可能耽误最佳治疗时机。值此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涟源市要求药店、诊所等机构暂停
销售退烧药，发热人员一律到发热门诊定点
医院就诊和购买退烧药物。

指挥部令下达后，涟源市市场监管局当
晚即把指令传达给每个药店，要求严格执行
到位。2月11日，全市开门营业的172家药品
零售企业已全部签收指令，清查目录所列品
种药品库存，并将目录所列药品全部下柜停
售。

涟源对退烧药品实行管控
药店、诊所等医疗机构暂停销售30种退烧药

湖南日报 2 月 11 日讯
（李秉钧 陈志杰 黄艳华）2
月11日，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郴州市永兴县26岁的史某某
经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中西
医结合治疗，治愈出院。截至
目前，郴州市累计治愈出院
确诊患者 14 人，治愈率逾四
成。

据了解，郴州在全省率先
使 用 中 医 干 预 治 疗 新 冠 肺
炎，取得9天治愈省内首批患
者、年龄最小患者和到目前
无重症患者、治愈率高的成
绩。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关于印发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三版）的通知》发布前，郴
州市卫健委组织该市中医医
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全市确
诊病例定点医院），探索开展
中医“早干预，早治疗”。该市
中医医院和市第二人民医院
在会诊当地第一例确诊患者
时，以升降散、玉屏风散为主
方辨证施治，给患者口服中药
汤剂，并与西医结合治疗，效
果良好，9天治愈出院。

“中医治疗的总体思路差不多，但每个病
人病情不同，所用中医处方也会不一样。”郴
州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天喜介绍，新冠肺
炎发病特点是以湿邪为主，因此中药处方是
以祛湿为主，同时根据病患有寒化或热化倾
向，佐以一些清热或散寒的药物。对确诊病
例，郴州市中医专家每天通过视频诊察病情，
组织讨论，拟定治疗方案，煎制好中药汤剂，
送至定点医院供患者口服。每天回访患者，根
据病情调整用方。目前，郴州尚未治愈的患
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病情整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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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尹萍 龚依存）“未解
除对象多少户?”“6 户。”“采取了什
么防控措施?”“每天上门量体温，电
话询问，24小时监测。”今天，岳阳市
岳阳楼区三眼桥街道尚书山社区第
一网格员姜科锦作为“摸排兵团”中
一员，对督察人员的提问对答如流。
另一个“阻断兵团”也正紧锣密鼓地
行动。目前，该区累计摸排有湖北旅
居史 6785 人、正居家隔离 3915 人，
解除医学观察9675人。

岳阳楼区地处湘北“咽喉”，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任务十分严峻。区委区
政府闻“疫”而动，按照“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的要求，发动16个乡街1900
余名社区干部和 652 名网格员组成

“摸排兵团”，深入107个社区(村)，全
面开展地毯式摸排，对有湖北旅居史
的重点人群，对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高危人群，及
时上门开展访视和信息核查，未漏一
户，不缺一人。目前，该区利用网格化
大数据系统核查比对信息61367条，
核定居民居住地有效信息10647条。

隔离任务繁重，该区抽调机关

900余名干部组成“阻断兵团”，分 4
组开展工作：以确诊、疑似病例为圆
点，集中隔离管控密切接触者，对应纳
入集中隔离的143名密切接触者全部
集中隔离;对所有摸排出的居家医学
观察对象集中管控，机关干部人盯人，
按照一篮菜、一张表等“六个一”严防
死守;纪委监委聚焦辖内确诊病例、疑
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等“三类人员”，
既查存量，又查增量，倒查是否摸排、
管控到位;市场、物业小区、行政单位
管控工作组，分片区督查人流集中区
域，各类娱乐营业场所全部关停。

岳阳楼区两“兵团”科学打好阻击战

湖南日报2月11日讯（记
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
忠）2 月 11 日，一座用于消毒
杀菌防疫的“科技仓”，在宁远
县工业园湖南裕宁电子有限
公司投入使用。公司董事长高
宏介绍，人从“科技仓”经过，
10 秒钟就可把身上的病菌灭
杀，从而阻断疫情传播。

裕宁电子是一家自主研发
生产智能机器人、平板电脑等
光电智能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设有博士工作站。

高宏介绍说，为应对公司
复工复产、400余名工人上下班
检测需要，博士工作站特地研
制出这座防疫“科技仓”，安装在
工厂门口。据介绍，“科技仓”是
在一个约20立方米封闭的玻璃
仓内，铺设雾化管道，装上超声
波雾化器，再接通排水管。工作
时，在超声波雾化器内加入消
毒液，启功按扭，仓内雾气弥漫，
人的头发、皮肤、衣物就会沾上
一层薄雾，从而达到消毒杀菌
的目的。因时间短，消毒液剂量
少，对人体无害。

高宏表示，公司打算紧急
生产一批防疫“科技仓”，投放
到人口密集的企业、超市、农

贸市场、学校等地。也可根据客户需求，批量
定制生产，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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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疫

2月11日，嘉禾县铸造工业园企业车间，工人在加工铸件产品。
连日来，该园区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组织企业科学安排复工复
产。目前，园区已有26家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黄春涛 摄

科学安排 复工复产

芦淞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复工——

人员不聚集 会议照样开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罗金鹏

“根据街道防控工作安排，请您
于今天 18 时登录‘学习强国视频会
议’，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会议……”2
月 11 日下午，株洲市芦淞区大冲口
社区工作人员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该社区通过学习强国视频会议
平台，人员不聚集、会议照样开，阻
断传播路、工作更安全，受到点赞。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芦淞区各社区充

分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
基层防控工作更科学、更精细、更智能。

芦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网络科
技公司还为社区开发疫情防控“出
入云”系统。该系统通过用户扫描设
置在小区、超市、机关大院、工厂、写
字楼的二维码，便可完成这些场所
的出入登记。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
号码、时间段等多维度全面查询社
区内各小区出入记录并导出数据。
同时，该系统具有应急响应功能，可

在医疗机构确诊病例后，通过患者
近期运行轨迹记录，经过数据比对
分析，快速锁定并通知密切接触者。

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社区疫情
防控重点由居家人员拓展到街面、
商圈、园区从业人员。“只有及时掌
控辖区人员信息，才能有效落实‘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主体责任，真正
靠群防群控，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芦淞区委书记王建勇说。

“还是高科技管用啊，坐在家里用手
机就能了解企业员工具体情况。”2月11
日复工的芦淞区普亲老年养护有限公司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芦淞区政务服务
旗舰店”、政务服务APP，足不出户便办
好了复工前企业异动增员等准备工作。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