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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贺佳）
2月15日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先后来
到省疾控中心和省卫健委，看望慰问防
控一线干部职工和我省支援湖北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医疗队医务人员家属代表，
并通过他们，向连日来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全省广大干部职工、医务工作者
及其家属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省领导张剑飞、吴桂英一同看望慰
问。

“每当深夜凌晨看到这些
信息数据，就想到大家的辛勤
付出和无私奉献”

在省疾控中心，杜家毫先后走进公
共卫生应急管理办公室、疫情防控指挥
部和实验室，与干部职工拱手问好。“虽
然是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但这段时间天
天都与大家采集报送的数据信息见面。
每当深夜凌晨看到这些信息数据，就想
到数据背后大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
献。”在和疾控中心干部职工交谈中，
杜家毫说，省疾控中心处在疫情防控的
第一线，承担着权威疫情数据发布、疫情
趋势分析研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面上
疫情防控指导、上下沟通联系等重要任
务。大家所做的各项工作、所提供的数
据信息，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判断疫情发
展走势、精准指挥调度疫情防控提供了
重要参考和有力支撑。希望大家再接再

厉，在战斗中锻炼队伍、提高本领，不断
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团结协作、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这场战“疫”。

杜家毫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
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民
卫生健康意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一
次强力推动。要善于在这场严峻的疫情
斗争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队伍建设，完善重
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推动疾控工作
再上新台阶。

来到省卫健委，杜家毫与省委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省联
防联控机制成员单位的干部职工亲切交
谈，勉励大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协同作
战精神，更好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在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上下更大功夫，确保全省
疫情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作为家属，你们就是前线
医务人员最坚强的后盾”

杜家毫还看望慰问了我省支援湖北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医疗队医务人员的7
位家属代表，并与大家座谈。杜家毫代
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大家表示
敬意和感谢。他说，在你们中间，有的夫
妻两人都是白衣战士，直接与病魔作斗
争，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有的虽

处在不同岗位，但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有的虽然自己退
休了，但为了儿子、儿媳能心无旁骛战斗
在前线，承担起照顾小孩、保障“后院”的
任务，这也是一种奉献，也是在参与防疫
战斗。作为家属，你们就是前线医务人
员最坚强的后盾。

杜家毫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这
就是新时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广大
医务人员就是奋战在一线的白衣战士，
不仅要奉献自己的精力，还可能面对生
死的考验。是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
用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连日来，
党中央一声令下，我省广大医务人员闻
令而动，“逆行”冲锋，英勇奋战在疫情
形势最严峻、防控任务最艰巨的湖北第
一线，誓要攻克这一堡垒、拿下这一山
头，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湖湘人民的牺牲
精神、奉献精神、忘我精神，也充分体现
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团结互助、共克
时艰的优良传统。各级党委、政府要切
实关心关爱广大医务人员及其家属，帮
助解决困难问题，让前方将士心无旁骛
与湖北人民并肩作战，努力战胜疫情。
希望广大家属做好自身防护、守好家庭

“后院”，闲暇之余多与前方亲人交流沟
通，与他们分享喜悦，帮他们排解压力，
给他们以信心、斗志和温暖。党和人民
始终和大家站在一起，等待着白衣战士
们胜利凯旋。

杜家毫看望慰问防控一线干部职工和医务人员家属代表

团结协作 众志成城
坚决打赢这场战“疫”

湖南日报 2月 16日讯（记者 冒
蕞）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在省卫健委远程会诊中心，通过视频连
线为我省对口支援黄冈的医护人员加
油鼓劲、致以慰问，并与黄冈市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湖南对口支援黄冈医疗队
前方指挥人员对接交流下一步工作。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湖南工作指导组，副省长吴
桂英参加。受省委、省政府委托赶赴黄
冈看望慰问前线医护人员的省政协副
主席张健在黄冈参加了视频连线。

我省先后于1月25日、1月28日、2
月11日向黄冈派出了3批共474名医护
人员，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调度工
作。连线中，许达哲听取了湖南对口支援
黄冈医疗队前方指挥部和支援黄冈市红
安县医疗分队工作情况汇报。医护人员
们纷纷表示，大家都保持着高昂的斗志，
将继续全身心投入到医疗救治中去。

许达哲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奋战在
一线的湖南医护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诚挚的慰问。他说，湘鄂情深、同江
同湖、同舟共济，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指引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湘
鄂人民携手奋战，一定能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许达哲希望大家不负重托、不辱使
命。他说，你们是和时间赛跑、同病魔较
量的勇士，我为你们点赞！看到黄冈跳动
的疫情数据和治愈出院病例数，就会想到
你们。要展现毛主席家乡医护人员的良
好精神风貌，坚持科学救治、精准施策，拿
出医疗湘军的医德仁心和精湛技术，采取
市县联动、专家诊断、远程会诊、中西结
合、心理干预等措施，和黄冈人民携手奋
战，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自我保护，平安回家！”许达哲叮
嘱各位队员既要用爱心关爱病人，又要
善待自己、保护好自己。家乡一定会为
大家做好防护物资供应等保障工作，让
大家心无旁骛地在前线奋战。我们在
家乡等大家平安回家！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湘鄂人民携手奋战，
一定能战胜疫情”

许达哲与我省对口支援黄冈医护人员视频连线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湖南日报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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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务
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把疫情防控重点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湖南工作指导组，副省长吴桂
英，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听取了指挥部各成员组工作情况
汇报后，许达哲说，从全省最新疫情看，
我省前段疫情防控工作是有力有序有
效的。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阶
段，各级各部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密

切关注疫情防控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继续落实和完善行之有效的防控举措，
把群防群治、联防联控工作做得更有
效。

许达哲强调，要结合湖南实际，围
绕“四率”抓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提
高集中收治率，科学调整和完善收治方
案，为集中隔离、有效治愈和集约使用
医疗资源创造条件。降低感染率，要继
续落实最广泛的防疫动员、最严密的疫
情排查、最有力的隔离阻断，区别县市
区疫情实行分类分级精准防控，继续运
用大数据技术手段，抓好流动人口管
控，高度重视对核酸检测阳性无症状
者、核酸检测阴性有临床症状者的隔
离、治疗，以及对这两类人员密切接触

者的隔离观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
率，要实行最有效的医疗救治，总结推
广和学习借鉴好的治愈方法，合理调配
医疗力量，继续落实专家会诊、综合施
策、中西结合、心理干预等措施，加强医
疗科研攻关。要坚决做好对口支援黄
冈的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帮助黄冈提
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

许达哲强调，要着眼服务全国疫情
防控大局，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强化口罩、防护服等最短缺的物资
保障，科学统筹、精准调度全省相关企业
和产能，做好生活必需品保供、“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落实、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
工作。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抓好复工复产下的精准防控，组织
好企业复工复产，落实社区、园区、厂区、
商区、办公区、校区的网格化管理、地毯
式排查，认真做好“六稳”工作，抓好春耕
备耕。要继续落实最准确的信息报送，
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积极宣传全省疫情
防控的积极成效。

许达哲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调度会议强调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2月 16日讯（记者 黄
利飞 通讯员 刘丽红）今天，国内电
缆附件龙头企业长缆电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批超高压电缆附件下线，
相关产品将发往全国各地助力抗疫

“保电”。
长缆科技有高新区麓谷工业园和

望城金桥产业园两个生产厂区，旗下
还有15个销售子公司，员工总人数达

1400 多人，目前复工人数约 400 多
人，先复工的人员主要是满足订单需
求，全力奋战鼠年“开门红”。

复工前，长缆科技制定了详细
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口罩、消毒
液等防疫物资采购，公共区域场地
消毒，防控知识宣传，以及员工排查
等防疫措施的落地执行，皆责任到
人。

国内电缆附件龙头奋战“开门红”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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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 16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建
兵 李颖）昨天上午，湖南湘江
关西涂料有限公司（简称“湘
江关西”）铜官工厂物流装卸
平台一片忙碌，多台叉车正在
紧张有序地装卸产品。连日
来，该公司大批高质量的汽车
涂料销往西安比亚迪、一汽红
旗、广州本田、重庆长安、江西
五十铃等重要汽车企业。

湘江关西是湘江涂料集
团核心子公司，系湖南最大的
涂料企业。湘江涂料集团的
产品和涂装服务遍及汽车、工
程机械、特种防腐、建筑装饰
等行业，2019年营收逾40亿
元，连续5年居国产涂料品牌
销量首位。在严密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该集团克服各
种困难，三个子公司已于2月
10日复工复产。

湘江涂料集团董事长许愔
介绍，公司客户分布全国各地，
产品交货时间紧迫，目前集团6
个生产车间全部开足马力，加
快提高产能。为配合中联环卫
防疫消毒机器人第一时间投入
使用，支持远大集团为湖北火
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加急生产

空气净化设备，集团全力保障供应绿色环
保涂料，化解产业链客户燃眉之急。

长缆科技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段涵
敏）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获悉，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已正式批准同意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院、湖南省儿童医院、湖南
省脑科医院、湖南省肿瘤医院、湖南省妇
幼保健院等8家医院设置互联网医院，有
需求的患者可在线问诊咨询。据悉，这是
湖南省内首批准入的互联网医院。

湘雅医院表示，该院互联网医院将
于近日开始上线试运行，皮肤科、全科、
内科、外科、儿科、护理等多个科室将开
通在线咨询。互联网医院上线后，可为
患者提供图文咨询、在线复诊、检验检
查预约、私人医生、快递送药上门、统一
支付等服务。

非常时期，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
汹，减少外出是防控第一要素。然而，

对于一些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按
时、规范用药也是当务之急；根据自身
状况了解相关医学知识、找医生答疑解
惑也是即时所需。面对两难局面，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在获批首批互联网医
院后立即推出“互联网+慢病门诊”，实
现慢病咨询+复诊续方线上云服务，提
供图文咨询、复诊开药、药品配送等“无
接触”式的服务模式。

线上问诊 送药上门

湖南开通首批8家互联网医院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段涵
敏）2月16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2020 年 2 月 15 日 0-24 时，湖南省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3
例，新增重症病例3例，新增死亡病例1
例，新增出院病例41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邵阳市 1 例、岳

阳市1例、常德市1例。
新增重症病例中，邵阳市 2 例、娄

底市1例。
新增死亡病例中，长沙市1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7例、衡阳

市2例、株洲市6例、邵阳市9例、岳阳市3
例、常德市1例、张家界市1例、益阳市1

例、永州市4例、怀化市2例、娄底市5例。
截至 2 月 15 日 24 时，湖南省累计

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1004
例，累计报告重症病例 137 例，现有重
症病例57例，死亡病例3例，出院病例
430例。 ▲ ▲

（下转2版②）

湖南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1004例，出院病例430例

湖南日报 2月 16日讯（记者 曹
娴）省工信厅近日发布《湖南省新型显
示 器 件 产 业 链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到 2022 年，全省新型
显示器件产业链规模力争超过 1500
亿元，形成以长株潭为核心，邵阳、永

州、衡阳、郴州等多点支撑的产业格
局，加快打造国内重要的新型显示产
业集聚区。

我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条较完
整，拥有骨干企业40余家。长株潭地
区聚集了蓝思科技、株洲晶彩、长城信

息、纽曼数码等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显
示器件及模组、再到下游应用的一批企
业；邵阳引进彩虹集团等企业，填补了
我省显示防护玻璃制造的空白；湘南地
区承接了贵德集团等一批生产液晶显
示屏、触摸显示屏等显示模组的企业。

“三年行动计划”，我省新型显示器
件产业链将开展5项重点任务：实施“强
玻、引屏、补端”工程、培育壮大市场主
体、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提升技术创新
能力、深化开放合作。

▲ ▲

（下转2版①）

我省出台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3年冲刺1500亿元

▲ 2月15日，衡阳市白沙洲
工业园南岳电控（衡阳）工业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有条不紊地
进行生产作业。该公司目前返岗
复工率达98.7%。 罗茂盟 摄

▲2月15日，通道侗族自
治县万佛山镇杏花村，农户在
装运新鲜的白菜薹，准备销往
粤港澳地区。

李政灿 李尚引 摄影报道

湖南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

疫情防控不松劲 春来何惧寒潮临
●要坚定信心，看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变，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不要被问题和困难吓
倒。

——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调研指导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要

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苏原平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
吃劲的关键阶段。”我省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上来，实行分级分区精
准防控，一手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
控，一手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拧紧责任发条，坚持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
两不误，努力在“大考”中交出令人
民满意的答卷。

把发展一线当防疫前
线，为复工复产创造安全环境

发展一线，也是防疫前线。面对
日渐升温的复工复产潮，全省上下主
动作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切实把
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为复工
复产创造安全环境。

“这可是咱的‘护身符’，一定佩戴
好！”2月15日，中铁上海局常益长铁路
益阳制梁场，刚刚探亲返回工地的邱业
全接过上岗证走向工地。上岗证是项

目部在疫情防控期间推出的创新举措，
只要用微信扫一下证上二维码，持证人
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活动轨迹、身
体状况、岗位信息等一目了然，可精准区
分外来闲杂人员，掌控现场在岗人数。

张家界高铁西站综合客运枢纽
建设工地，由 10 名安全生产监督员
兼任疫情防控员，对务工人员身份信
息进行详细筛查，建立健康台账，将
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配发给工
人，做好个人防护。 ▲ ▲

（下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