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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推荐对象名单公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推荐对象名单公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0个）
邓晓东（土家族） 古丈县人民政府县长
赵海峰（土家族） 凤凰县人民政府县长
章 华（女 土家族） 中共泸溪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向伟民（土家族） 州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科长
徐 斌（苗族） 州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
张 薇（女，土家族） 州慈爱园园长
吴俊洁（女，苗族） 中共花垣县委统战部干部
黄沛华（苗族） 州民族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石 开（苗族） 保靖县林菌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旭东 湘西经开区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总经理
怀化市（8个）
吴昭炎（侗族） 怀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远松（女，苗族） 中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
张喜良 中共辰溪县委统战部副部长
郑远遨（苗族）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吕家坪镇委员会书记
覃 燕（女，土家族）沅陵县旅游发展事务中心旅游规划师、主任
杨倩文（女） 洪江市深渡苗族乡人民政府科员
罗志华（土家族 ） 中共溆浦县葛竹坪镇委员会书记
杨淼钦（侗 族） 新晃侗族自治县光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家界市（5个）
李 林（苗 族） 张家界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彭澧康（土家族） 张家界康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杜修勇（土家族） 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杜修福（土家族）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罗潭村党支部书记
屈湛军（土家族） 永定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
邵阳市（2个）
张小林（回族） 邵阳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雷春艳（女，瑶族） 新宁县麻林瑶族乡中心学校教师
永州市（4个）
蒋季红（女，瑶族） 中共永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
曾 任 蓝山县民族中学校长
颜德彪 江华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黄拥军（瑶族） 双牌县上梧江瑶族乡乡长
郴州市（2个）
盘光雄（瑶族） 临武县瑶族文化协会秘书长
赵鹏军（瑶族） 桂阳县白水瑶族乡人民政府乡长
常德市（3个）
张智慧（女） 中共常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张 鸽（女，回族） 桃源县青林回维乡人民政府乡长
史志忠史志忠（（回族回族）） 汉寿县毛家滩回维乡教门岗村党总支书记汉寿县毛家滩回维乡教门岗村党总支书记
衡阳市（2个）
许满保许满保 衡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科长衡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科长

张延磊（回族） 衡阳清穆伊清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理
益阳市（2个）
李创飞（回族） 桃江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股股长
刘 轶（女） 资阳区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
长沙市（4个）
冯 粤（女） 雨花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
曾庆军（苗族） 雨花区井湾子派出所副所长
沙漠枫（回族） 长沙市城市维护质量监督中心助理工程师
肖 逸（侗族） 长沙市周南中学教师
株洲市（2个）
颜良青 芦淞区庆云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
马达兴（回族） 株洲市伊斯兰教协会会长
湘潭市（3个）
向大顺（苗族） 湘潭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会长
吴勇军（苗族）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
刘 雯（女） 岳塘区建设路街道霞光社区党委书记
娄底市（2个）
王 鹏 娄底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支队长
王新生 (回族) 冷水江市回汉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
岳阳市（2个）
黄五平 岳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民族科科长
冯天佑 临湘市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省直单位（19个）
焦金才 省委政法委维稳指导处处长
李 斌 省委编办实名制管理处处长
曾华俊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村镇建设处副处长
侯自芳 (女) 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
赵银河 龙山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邓元庆 省农业农村厅直属机关委员会一级主任科员
魏新建 省公安厅国内安全保卫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
刘 斐 (女)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主任科员
刘 星 省湘剧院演员
黄 敏 (女) 省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
张 虹 (女 苗族） 省审计厅后勤服务中心正科级干部
舒 华 省体育局一级主任科员
周 帆 共青团湖南省委统战部主任科员
张光升 省工商联一级主任科员
鲁 青 (女 土家族)永顺县农商行松柏支行行长
帕提玛·柯孜尔亚(女 哈萨克族) 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少数民族学生事务办主任
李 芳 (女) 吉首大学学工办主任
李玉冰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生科科长
陆陆 垚垚 ((女女）） 怀化学院宣传统战部统战科科长怀化学院宣传统战部统战科科长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推荐对象名单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9个）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局
湘西武陵山民族文艺传习中心
吉首市人民政府
古丈县断龙山镇人民政府
龙山县苗儿滩镇人民政府
花垣县边城镇人民政府
永顺县老司城遗址管理处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村民委员会
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
怀化市（7个）
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员会
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员会
怀化市公安局反恐怖工作支队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三里坪小学
会同县漠滨侗族苗族乡滨江社区居民
委员会
湖南中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蒿吉坪支行
中共洪江区工委统战部
张家界（4个）
永定区合作桥乡人民政府
慈利县高峰土家族乡中学
中共桑植县委统战部
武陵源区人民政府
邵阳市（5个）
洞口县艹

那溪瑶族乡宝瑶村村民委员会
中共绥宁县委员会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人民政府
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人民政府
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永州市（3个）
宁远县九疑山瑶族乡牛亚岭村村民
委员会

永州市公安局
道县审章塘瑶族乡人民政府
郴州市（3个）
中共汝城县文明瑶族乡委员会
中共资兴市委统战部
郴州市第二完全小学
常德市（2个）
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村民委员会
鼎城区许家桥回族维吾尔族乡人民政府
衡阳市（1个）
石鼓区潇湘街道演武坪社区居民委员会
益阳市（1个）
益阳茶厂有限公司
长沙市（3个）
望城区第一中学
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军区社区居民委员会
长沙市伊斯兰教协会
株洲市（1个）
炎陵县中村瑶族乡人民政府
湘潭市（1个）
中共岳塘区委统战部
娄底市（1个）
娄星区乐坪街道办事处
岳阳市（2个）
岳阳楼区华洋幼儿园
华容县治河渡镇人民政府
省直单位（7个）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中共湖南省委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处
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法制处
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津市监狱
省交通运输厅计划统计处
省发改委湘西地区开发和对口支援处

二、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70个）
一、全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0个）

伴随着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
施，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已复工复产，
重大项目也开始返岗开工。全国22
个重点省份的最新数据显示，口罩

企业复工率超过76%，防护服企业复
工率为77%。

记者在2月11日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我国正多措并举，千方百计保口罩等
紧缺物资生产，扩大中小微企业稳岗
返还政策的受益面，确保疫情防控下
的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测体温、喷酒精、领口罩……淡淡的
消毒液味道在空气中飘散，车间里机床运
转起来。2月10日，复工第一天，广东一家
电子企业迎来首批经过层层检测“关口”
的数百名工人。这家企业将为医用器械提
供关键电子元器件。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等疫情一
过农资送来，咱就干起来。”时值春耕备
耕，山东滨州姜楼镇种粮大户杨秀平这几
天电话订购了化肥等农用物资，正忙着在
家检修农耕机械。

关键医疗物资、能源、粮食、交通物流……
除湖北外，全国各省区市目前在逐步复工
复产。

在2月11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
亮介绍，全国22个重点省份的最新数据显
示，口罩企业复工率已超过76%，防护服企
业复工率为77%，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加
工企业复工率为 94.6%，煤矿复产率为
57.8%，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充足，民
航、铁路、水运运输网络正常运营。

针对复工复产可能存在疫情进一步扩
散传播的潜在风险，有关部门要求通过多种
方式，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采用错峰上班、弹性工作制，降低工作
场所人员密度；分级分类提升核酸检测等
快速筛查能力；企业配备消毒液、体温枪等
物资，为职工配发口罩等防护用品……一
系列防疫要求层层压实。

丛亮强调，重要国计民生领域要立即
复工复产，重大项目要及时返岗、尽早开
工，其他不具备条件的企业可暂不开工，
疫情高发地区和非紧迫岗位可适当延期
返程。

开工率几何？
重要国计民生领域

立即复工复产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对防护物资的
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口罩仍面临较大缺口。
记者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目前还有近1/4的口罩企业尚未复工。

面对供需之间的“硬缺口”，各地因地制宜
多措并举，全力以赴保障重要防护物资供应。

在福建莆田，有关部门发挥鞋服产业链
完备的优势，联合纸尿裤、制鞋等企业共同
组建“口罩生产攻坚小组”，不到 10 天就使
口罩日产量从零增长到上百万个。

“要千方百计促生产，复工、达产、扩能。”
欧晓理表示，要尽快实现满负荷生产；对有扩
大生产需求的企业，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予
以支持，争取新增产能能够早日达产；支持有
条件的企业加快办理有关资质、推动技术改
造，尽快实现转产。

“还要从需求端想办法、下功夫，努力提

高口罩的使用效率。”欧晓理表示，要加大进
口采购力度，同时向全社会倡导按需使用、
按功能使用口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截至10日，全国通过公路、铁路、水运、
邮政等运输方式向湖北地区运送的防疫物
资和生活物资达到了16.6万吨，运送电煤、
燃油等生产物资68.8万吨。

有企业担心，疫情过后防护产品产能过
剩怎么办？

对此，丛亮解释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
同财政部、工信部印发通知，明确将符合条件
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品种增列储备物资目
录，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防护物资，全部
由政府兜底采购收储。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后，鼓励企业对扩大的产能根据疫情防控需
要和市场需求进行转产。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口罩等物资供应缺口怎么补？
复工、达产、扩能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1 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加强农村疫情防
控有关情况。我国农村地区地域
广、基础弱，国家卫健委基层卫生
健康司司长聂春雷表示，农村现
在防控的重点是“防”。

“对农村来讲，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服务能力相对薄弱，所
以防是重中之重，要‘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聂春雷说，要做好

“防”的工作，关键还是要做到“四
早”：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

聂春雷表示，这要充分发挥
农村地方党委政府，特别是两委、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要相
互配合做好发热人员、外来人员
的排查，发现发热的、疑似的要尽
快转诊至上级医院发热门诊，对
疑似患者的密切接触人员，要做
好居家隔离，并采用相关医学观
察措施，提供好相关健康服务。

会上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
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智也表示，
已专门下发了通知，要求基层党
组织等发挥好作用，把防控责任
压实，特别是村两委的责任要做
好，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积
极参与到防控工作中来，形成联
防联控的机制。

聂春雷表示，农村医疗卫生
机构主要职责是发现病人，发现
发热的、疑似的要及时转诊。“农
村机构治疗不了新冠病毒感染患
者，必须转到上级的定点医疗机
构去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乡村医
生是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
但有多地乡村医生数量不足，能
力亟待提升，该怎么办？聂春雷表
示，针对目前全国 144 万在村卫
生室工作人员，国家通过中国继
续医学教育网络平台，专门开辟
了两个专栏：村医专栏和基层防
控专栏。截至2月10日，有56万
乡村医生和基层人员在这个平台
进行了学习。

“通过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断
加深，防控知识同时不断更新，我
们会及时更新网络平台课件，持续
加强对乡村医生的网上培训。”聂
春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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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下复工复产如何有序开展
政策支持力度怎样？
税费减免、金融补贴来支持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离不开经济发展
的支撑。复工复产能为抗击疫情前线提供充
足的“武器”和“弹药”，降低疫情带来的影
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如果不复工复产，短期内将影响疫情
防控所需的医疗物资供应，长期来看各类生
活物资也面临短缺风险。”丛亮说。

税费减免、金融支持、房租补贴……从
中央到地方，从政府机关到金融企业，各项
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正在不
断推出，包括重点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以及疫区劳动者，保持就业局势的总体稳
定，引导农民工有序返岗复工，优化高校毕
业生在线办理服务，加大线上招聘力度等。

“30 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超过

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
工参加线上线下培训的，可纳入现有补贴类
培训范围；对已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
款人患新冠肺炎的，可申请最长不超过一年
的展期还款并继续给予贴息。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强
调，要阻断的是病毒传播渠道，不能断的是
公路交通网络、应急运输绿色通道、必要的
群众生产生活物资运输通道。

“在加强疫情科学防控的同时，最大程
度创造有利条件，进一步减少干扰因素，推
动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明确表示。

2月10日，在石家庄市元氏县一家隔离服生产企业车间，
工人在忙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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