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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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我省疫情形势整体上出现了‘一
降一增’的积极变化。”2月18日，在湖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小春
表示，截至 2 月 18 日 12 时，全省新增确
诊病例连续 7 天下降，一些市州已连续
多日无新增病例；出院病例不断增加，
连续7天超过新增确诊病例。

中医药参与救治率95.9%，
出院率达52.7%

截至2月18日12时，全省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1008例，出院病例531例，累计
报告重症病例 138 例，现有重症病例 47
例，死亡病例4例，在院治疗473例。全省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占确诊病例总数的
52.7%。

陈小春介绍，针对企业复工、人员流
动增加等新形势新要求，我省及时调整

防控策略。一方面加大重点领域防控，加
大筛查检测力度，早发现、早治疗，另一
方面科学组织医疗救治。

湖南开发应用“疫情防控信息系
统”，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确诊病例密切
接触者以及重点人员信息进行地毯式摸
排、精准化比对，密切接触者全部实行统
一集中隔离，切断传染途径。新增47家医
疗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开展核酸检测，对
密切接触者、来自疫源地人员等重点人
群全面开展核酸检测。为了增强员工抵
抗力和免疫力，全省累计向5000多家复
工复产企业发放160多万人份预防性中
药制剂。

按照“四集中”要求，我省将确诊患
者全部集中收治在市级以上定点医院，
目前全省确诊病例集中收治于17家定点
医院。同时，对轻、重、危重患者实行分区
收治，合理安排救治力量，对危重症患者
严格实行“一人一方案、一日一评估”。据
悉，第二梯队专家组163人已派驻下沉至
市州定点医院，对所有在院确诊患者进

行会诊评估，及时调整诊疗方案。同时利
用远程会诊平台，提高省级高级专家组
工作效率。中医药也在发挥作用，全省组
建2支省级中医专家组，中医药参与救治
率95.9%，强化疾病早期干预治疗，防止
轻症患者转为重症。

据悉，我省将进一步增强专家组
的力量配备，成立省级血液专家组，启
动我省新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治
疗工作，努力提高重症患者救治成功
率。

目前，我省在湖北一线的医务人员
共计 1074 人。陈小春表示，我省一方面
完善一线医务人员的个人防护、科学轮
换等措施，保持队伍的持续战斗力；另一
方面，将会同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加
紧出台激励政策措施。

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重点抓好“六区”疫情防控

“我们要保持清醒认识，随着社会全

面复工复产，人员流动性显著增大，社区
（村）疫情防控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要深
刻认识‘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
键阶段’，防急躁、防松懈、防疲劳。”陈小
春表示。

随着疫情形势发展变化，我省将实
施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以县域为单位，
根据确诊病例和聚集性感染病例数等
指标，综合评估风险等级，根据各地区
风险等级，制定差异化防控策略，实施
精准防控。

陈小春表示，社区（村）是联防联控
工作的第一线，要继续加强流动人口网
格化管理，组织社区网格员、医务人员，
对辖区内有关返程人员和复工复产等流
动人员持续管理。重点抓好“六区”疫情
防控，织密社区、园区、厂区、商区、校区、
办公区防控网，同时，加大社区（村）的常
态化巡查，加强麻将馆、棋牌室和茶馆等
各类人员聚集场所的管理，把防控措施
落实到每一小区、每一个场院，降低传播
风险。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
工复产，努力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
务。”湖南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
胡伟林在 2 月 18 日召开的湖南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向媒体介绍，全省已有超 6 成
在建省重点项目复工，46%的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复工，抽样调查的农
业企业复工率达58.2%。

全 省 口 罩 日 产 量
近 100 万只

疫情防护物资和生产生活物
资，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子
弹”“粮草”。

连日来，省发改委通过统筹协
调口罩生产、调配，并争取国家协
调解决医用熔喷布 3 吨、口罩机 4
台等紧缺设备和原辅材料，目前全
省口罩日产量达到近100万只。

春节以来，省发改委加强了能
源要素、粮油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
需调度、价格监测、预测预警，确保
了全省煤电水气供应可靠，百姓粮
米油茶供应无虞。

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省发改
委牵头组织了 80 余家物流企业的
2000多台车辆，组建物流运输应急
保障队，累计发车 7 万多台次。同
时，帮助重点企业协调解决了防疫
物资不足、员工返岗难、设备调运
不畅等问题。

目前，全省发展改革系统已派
驻2171人深入企业和项目单位，实
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积极推动
解决了企业和项目开复工面临的
原料采购、用工、交通运输、融资、
产业链配套等方面难题。

110 个在建省重点
项目复工

春日人勤忙生产。
截至2月17日，全省三次产业

复工率均已超过4成。其中，16483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复工7590
户，复工率 46%；6645 家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中，复产2780户，复工
率41.8%；抽样调查的1246家规模
以上农业企业，复工725家，复工率
58.2%。

涉及疫情防控和国计民生的
生活必需品供应等企业大部分已
复工。其中，药品医疗单位营业
1.32 万家，占总数的 93.9%；2917
家农贸市场已开业1736家，复工率
59.5%；2781 家超市已开业 2698
家，复工率 97%。抽样调查的全省
500家物流企业，复工率46%。

全省173个在建省重点建设项
目中，110个项目已复工，复工率为
63.6%，人员到位率约37.3%。其中，
基础设施项目复工27个，张吉怀铁
路、常益长铁路、长益高速扩容、长
株潭三干一轨等重大交通项目已
复工。

“我们将加大解决复工面临的
资金、用工、原材料、物流运输、水
电气等难题，帮助企业尽快恢复到
疫情前的生产水平。”胡伟林表示，
省发改委还将加强口罩保障力度，
通过支持本地企业扩能改造、有条
件的企业临时转产，最大限度保障
复产复工。

近期，省发改委将出台30条政
策重点强化项目建设的要素保障，
对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改扩建、邵永
铁路等重大前期项目，将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推动项目尽早落地实
施。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目前，省市县机关单位共选
派 17172 名 防 疫 联 络 员 下 沉 到
21510 家企业，指导帮助企业打赢
复工复产防疫保卫战。”

2 月 18 日，在省政府新闻办
举行的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肖百灵介绍，各联络员坚
守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一线，为企
业办实事、解难事，得到企业的普
遍“点赞”，大家战“疫”攻坚的信
心更足了。

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的关
键阶段，省委于 2 月 11 日召开会
议，研究部署向复工企业派驻防
疫联络员（组）。省委组织部会同
省直机关工委、省工信厅、省卫健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等单位，连夜
下发紧急通知，省市县三级以战
时状态、战时作风、战时效率连夜
抽调干部，把真正“最能打仗的

人”选出来、派下去，1 万余名干部
组成的防疫联络员队伍在 12 小时
内快速集结完毕。

2 月 12 日上午，各联络员迅
速投入防疫战斗。他们牢牢盯住
企业复工复产防疫链条上的关键
环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
务生产。目前，联络员协助企业领
取 发 放 预 防 性 中 药 160 多 万 人
份，引导企业开展员工核酸筛查，
协调解决口罩和消毒液等防疫物
资保障、原材料供应、项目审批等
具体问题 5.2 万个，查改厂房、食
堂、宿舍、厕所等防疫薄弱环节存
在的问题 3.7 万个。

各级组织部门充分发挥牵头
作用，把驻企联络员纳入防疫一线
工作人员队伍，落实落细各项关爱
措施；机关工委、工信、卫健等部门
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资和技术保障；
各派出单位当好后盾，解决后顾之
忧，各方凝聚起打赢复工复产防疫
保卫战的强大合力。

万名防疫联络员助力企业
打赢复工复产“保卫战”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2月18日，在湖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宣传
部一级巡视员龚爱林介绍了志愿者
服务全省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参与疫
情防控志愿服务组织近 4000 个，党
员、女性、青年、科技、文艺等各类志
愿者突破100万。

广大志愿者走进孤寡独居老人
等生活困难、居家隔离家庭，开展邻
里守望相助暖心服务；走进交通站
场、医院、商场、企业、社区、乡村等防
疫一线，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人员排
查、公共秩序维护、体温检测、口罩佩
戴、卫生消毒等疫情防控工作。

全省各地志愿者、志愿服务组
织积极筹集物资，湖南省志愿服务
联合会和长沙市果品流通协会为抗
疫发热门诊和病房送上新鲜水果约

2.4 万公斤；怀化市志愿者协会从国
外订购防护手套 3 万双、一次性医
用口罩 5.7 万只等医疗物资；郴州市
志愿服务组织为全市 2600 多名抗
击疫情一线人员免费赠送疫情防控
保险，价值 26 万元。

结 合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张
贴宣传标语、开启“村村响”“流动小
喇叭”等方式面向基层宣传，将疫情
防控有关知识及时传达到社区小
区、村组，引导群众不信谣、不造谣、
不传谣。

下阶段，我省将持续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在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上持续用力，在公共场所管控、
环境整治和移风易俗上精准发力，
在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全社会参与
上形成合力，弘扬“社会关爱、人人
有责”的精神，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工
作再上新台阶。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在 2 月 18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湖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兰定国介绍，统筹做好当前疫情防
控与春耕生产，全省农业农村系统
将着力抓好7 个方面工作，确保今年
粮食面积稳定在 6900 万亩左右、产
量稳定在295亿公斤左右。

兰定国说，首先是配合做好农
村地区疫病防控，动员广大农民群
众参与群防群治，做到不摆席、不
串门、不聚餐。二是积极支持农资
企业复工复产和农资调运，确保春
耕生产需要。三是落实好农业技术
指导服务，并做好农机具准备和检
修、维修配件供应等。四是做好油
菜、蔬菜、马铃薯、果树、茶叶等作
物的田间培管和春季设施农作物
生产。

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当
前，全省蔬菜市场供应基本稳定、价

格总体平稳。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
启动大棚叶类蔬菜和速生蔬菜应急
生产，抢播一批白菜、苋菜、空心菜
等早春叶类菜。同时，随着58个生猪
调出大县 1 月份的生猪出栏环比增
长 20%，生猪、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分
别增长 2%、5%，有望在今年底前基
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生产水平。

抓实粮食稳面积稳产量。全省抓
紧落实早稻专业化集中育秧，力争
全省发展 1300 万亩高档优质稻。引
导种粮大户等农业经营新型主体，
为周边农户提供耕地翻耕、育插秧
等专业化服务。坚决防止大面积抛
荒撂荒，确保今年粮食面积稳定在
6900 万亩左右、产量稳定在 295 亿
公斤左右。

切实做好洪涝灾害和生物灾害
防范。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加强禽
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加强草地贪夜蛾防控。2 月下旬
起全面开展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
动物疫病春季集中强制免疫。

7连降！出院率达52.7%！
湖南省疫情形势向好，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三次产业复工率
均已超4成

参与防疫志愿服务组织近4000个
志愿者超100万人

统筹疫情防控与春耕生产
湖南将确保粮食总产稳定在295亿公斤左右

全省口罩日产量达到近100万只

1648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复工7590户，

复工率46%；
6645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中，复产2780户，

复工率41.8%；
抽样调查的1246家规模以上农业企业，复工725家，

复工率58.2%。

2917家农贸市场已开业1736家，

复工率59.5%；
2781家超市已开业2698家，

复工率97%。

抽样调查的全省500家物流企业复工率46%

全省173个在建省重点建设项目中，110个项目已复工

复工率为63.6%，人员到位率约37.3%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2月18日召开的湖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张世平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全
省金融系统加大信贷投放、优化金
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据不完全
统计，自 1 月 20 日以来，全省银行
机构累计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领域3205 家企业投放信贷101.49
亿元。

银行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各
银行机构积极对接重点企业，主动
下调信贷利率，确保不盲目抽贷、
断贷、压贷，有力保障了防疫和生
活物资生产、制造业和民营小微企
业、外贸企业和重点工程的资金需
求。在利率方面，全省银行机构对
重点名单企业发放利率不高于
3.15%的优惠利率贷款9.3亿元；为
151 家企业提供 17.75 亿元续贷支
持，对 36 亿元贷款进行展期安排。
截至2月12日，全省运用专项再贷
款资金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加权平

均利率2.7%，最低利率仅1.65%。
保险业发挥了社会稳定器作

用。各保险机构均启动了24小时受
理报案机制，建立保险理赔绿色通
道，简化理赔流程，实行先行赔付
后补齐理赔资料。

融资担保行业发挥了助推器
作用。如省中小担对相关企业担保
费率降至 1%及以下，对受疫情严
重影响的企业免收担保费，对今年
5月1日前到期的中小微存量在保
项目做到全续贷。

张世平介绍，当前正通过资本
市场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一方面，推动医药类企业加快上市
步伐，我省生产核酸检测试剂的圣
湘生物医药公司正在紧锣密鼓地
准备科创板申报材料。另一方面，
通过发行疫情防控债满足中小微
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
的融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全省
拟于近期发行的疫情防控债共计
118 亿元，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已成功发行1亿元超短期疫情
防控债。

信贷投放已过百亿

金融“活水”驰援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2 月 18 日，
湖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在长沙
举行。图为发布
会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鸭子铺立交改造加速推进
2月18日，长沙市东二环鸭子铺立交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桥梁防撞

墙施工。该立交改造工程是全市重点民生工程，施工单位坚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施
工，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立交改造工程项目复工并加速
建设，力争今年上半年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余胤 摄影报道

数读湖南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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