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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龚颖 谢甜甜）今天，一面落
款“海口党员”的锦旗送到了省人力资
源服务中心。这是家住海南省海口市的
卢先生，对该中心流动党员服务部为其
快速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的感谢。

2014年，卢先生从湖南某高校大学
毕业后，将党组织关系托管在省人力资
源服务中心党委。此次因工作原因，急

需将党员组织关系和档案调回海口
市。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
期，出门都是难题，更别提跨省办理业
务了。2 月 16 日，卢先生试着拨通了中
心流动党员服务部的电话，说明情况。
根据要求，卢先生将办理党组织关系转
移所需材料准备好，并于当天下午通过
快递邮寄给流动党员服务部。

“通过邮寄方式代办党员党组织关

系转出业务，是我们在防控疫情期间提
供的4项‘不见面’服务之一。”流动党员
服务部负责人武益昶告诉记者，通过工
作人员提供“不见面”服务，第二天上
午，卢先生被电话告知手续已全部办理
完毕。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省人力资
源服务中心流动人才党员工作开通了
四项“不见面”服务，包括流动人才党员
党费收缴、多元化开展流动人才党员组
织生活、工作人员代办党员组织关系转
出和流动人才党员党务知识及政策咨
询。自 2 月 10 日至 24 日，已通过“不见
面”业务服务流动人才党员约210人次。

省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不见面”服务受称赞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金慧
通讯员 沈韵）今天，长沙市工商联、光彩
事业基金会向长沙市第九医院捐赠抗疫

爱心物资50万元。
“此次爱心捐赠，用于支持长沙市第

九医院抗疫。”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市工

商联主席彭继球介绍，爱心物资主要是
明和集团、竞网集团、利利平食品等企业
捐赠的。

据了解，长沙市第九医院是民政精
神卫生福利机构。疫情防控期间，该院实
行全封闭管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并完
善了线上免费问诊、预约取药、“零接触”
领药等各项功能，满足患者就医需求。

长沙爱心企业向医院
捐赠50万元抗疫物资

援黄冈 有“湘军”
医疗“湘军”奋战湖北——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邹湘木）省审计厅近日发布
消息称，我省正式启动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财政资金和捐赠款物的专项审计。

此次专项审计的对象包括各级政
府相关部门、指定接受疫情防控社会
捐赠的单位或机构、人民银行及其他
有关金融机构、具体使用疫情防控资
金和物资的企事业单位等。

省审计厅表示，专项审计重点聚
焦于疫情防控政策落实情况、疫情防
控资金和捐赠款物及时精准使用情
况、重点保障企业贴息贷款管理使用

情况等，关注揭示贪污、截留、挤占、挪
用疫情防控资金和捐赠款物等行为、
反映疫情防控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等问题，涉嫌重大违纪违法的将移交
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

为确保审计效率、效果，国家审计
署长沙特派办负责对省属单位开展审
计，省审计厅负责对省内 14个市州及
所属县市区开展审计，所有审计结果
递交国家审计署长沙特派办汇总。专
项审计将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
大数据分析，加大甄别研判精准度，集
中力量有针对性组织现场核查。

我省启动防疫资金和捐赠款物
专项审计

2月24日 星期一 晴

不知不觉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快一
个月了。从最初的不适应病房环境，不适
应穿戴防护服，慢慢地调整了过来。这一
个月，我感受到了武汉人民对我们的最
大善意，也感受到了大后方的温暖。

我们刚来时，这里的护理同仁已
经在一线坚持很久了。金银潭作为传
染病医院是最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确诊
患者的医院。一开始，患者多，医护少，
防护物资也不够用，很多人是白班夜
班一起上，累了就仰躺在椅子上休息。
他们都是平凡的，他们也是不平凡的。

我们住的酒店刚开始是不配餐饮
的，不管哪天值不值班，三餐都需要去
医院解决。我们不想在休息时间跑那
么远去医院科室餐厅吃东西，而且医
院属于高危环境，所以我们休息时就
吃泡面。有好心的志愿者知道了，就给
我们送来了面包、牛奶、盒饭，包括一
台微波炉。刚开始没有通往酒店和医
院的班车，也是志愿者免费接送我们。

正式上岗后，繁忙的工作给了我

们不小压力。我们队里几个人都是上
有老，下有小，心中也有万般不舍与顾
虑。但电话那端，无论是院领导、科主
任、护士长、支部书记，还是关心我们
的老师，一遍遍叮嘱我们做好自身防
护，一遍遍地安慰我们。他们说一定会
照顾好我们的家人，解决我们的后顾
之忧。当他们知道一线防护物资不够
时，便费尽心思给我们寄来了防护品，
还有家乡的剁辣椒。他们再三叮嘱我
们有问题一定随时打电话汇报。

最近，看到一个患者的评价：如果
说星星很亮，那是你没看过医护人员
的眼睛。我想说，如果是我们医护人员
的眼睛给了患者勇气，那患者的眼睛
也一定给了我们信心。我们是这个城
市与生命同行的人，要托起至高无上
的责任。我们护理的患者受着病痛折
磨，却常常给我们一个微笑、一个大拇
指。在疾病和死亡面前，医患是由生命
串联的特殊朋友。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武汉市
金银潭医院护士 朱恋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整理）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赵俊荣 王霄琦）战“疫”情
促生产，保险业迎难而上。记者近日从
平安产险湖南分公司获悉，该公司推出

“驰援小微企业计划”，为全省9765家小
微企业赠送百亿元保额的保险保障，帮
扶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

湖南平安产险为高危行业、技术装
备行业、中小型行业企业分类设计含

“新冠肺炎”保障的保险方案，为交通、
建筑行业等停工企业及时批减或免费
延长保险期限等保险服务。企业可通过

“团E宝客户端”及“平安E企宝”微信小
程序及时进行线上承保、理赔、批改等,

充分发挥保险在保障企业正常生产运
营的积极作用。

为抗击疫情，平安产险好车主 APP
推出系列线上服务举措，确保客户体验
高效便捷的车险续保和理赔服务，最大
限度减少接触。疫情期间，湖南平安产
险客户通过好车主报案占比33.25%，理
赔师线上远程协助客户完成理赔、客户
通过好车主 APP 全流程自助理赔处理
的案件占比达到93.65%。

平安产险赠送百亿元保险助企业复工

一线战“疫”日记

“如果说星星很亮，
那是你没看过医护人员的眼睛”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陈淦璋）
近日召开的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全面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确保列入 2020 年省委、省
政府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 1000 个小
区开工改造完成。要按照基础类、功
能类、提升类的分类要求推进，特别

是在解决加装电梯和停车难问题上
下功夫。

会议指出，全省目前约有 1.38 亿平
方米城市老旧小区存在市政基础设施老
化、公共服务不全等问题。对于老旧小区
改造，重点抓好二次供水、供电、加装电
梯等保基本、群众关切的改造内容，标准

化实施改造，切实防止“改造-破坏-再
改造”现象，并统筹考虑后期的物业管
理。对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的老旧小区，要
将加装电梯纳入必须改造的范围。对老
旧小区“停车难”问题，要加快编制停车
设施建设专项规划，推进停车设施建设
集约化建设。

我省今年全面铺开老旧小区改造
突出解决“加装电梯和停车难”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李治
通讯员 刘塑琪）截至今天，长沙黄花综
保区有实际业绩的124家外贸企业全面
复工，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家。

据了解，为帮助企业复工复产，长沙
黄花综保区针对外贸企业当前面临的航

线减少、物流受阻、资金紧张、订单萎缩
等困难，送政策、送资金、送物资，精准施
策。韦斯利公司因年前原材料（料件）存
量不够，加上航空货运物流不畅，仅能维
持一周生产。综保区紧急联系第三方机
构，改由陆路运输。目前公司已进口料件

607.84万美元，出口成品210.91万美元
至香港。

受疫情影响，一些外贸企业资金紧
缺。长沙黄花综保区提前启动并抓紧兑
付 2019 年第四季度优惠政策，将 8500
万元各类奖补资金在10天内发放到120
家企业。同时，推动金融机构与园区企业
开展“一对一”融资服务。在园区帮助下，
环海渔业公司从一家银行获得 1000 万
元授信，目前正在进行贷款审批。

精准施策稳住基本盘“一对一”贴心融资服务

黄花综保区124家外贸企业全面复工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特派记者
朱玉文 辜鹏博

身在一线与病魔正面交锋，医护
人员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
治病人、让后方的家人和同事放心。
湖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队员必须经
过严格的岗前培训方能上岗，而培训
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穿脱防护用品。
2 月 24 日，记者邀请湖南省支援黄冈
医疗队队员、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
感科主治医师李松林演示了穿脱防
护用品的全流程。

穿：12个步骤，32分钟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省重症
医学科(ICU)分为清洁区、半污染区(护
士站)、缓冲区、污染区(隔离病房)。因防
护需要，防护用品的穿脱分别设在清

洁区和缓冲区。
在清洁区，第一步是洗手，然后是

穿戴隔离衣、防护衣、手套、口罩、护目
镜、鞋套，一层又一层，每个缝隙还要
粘上胶带密封。李松林说：“即便有熟
练的护士配合、穿过多次，一般也需要
半个小时。穿戴护目镜时，还要用洗手
液涂抹护目镜做防雾处理。”

记者算了一下，从消毒开始，李松
林进行了 12 个步骤，耗时 32 分钟，才
完成了整套防护装备的穿戴。

这还不能进入缓冲区，要在半污
染区仔细检查。“我们要求每位医疗
队队员在半污染区对着镜子全面检
查防护用品是否穿戴完整。此外，还
专门设有一名检查员帮忙，确保没有
疏漏之后，才能通过缓冲区，进入污
染区。”李松林说，“防护的每一步都
马虎不得，这是对医疗队队员负责，
也是对患者负责。”

脱：15个步骤，至少半小时，
洗10次手

相较穿戴防护用品，脱防护用品
的要求更为严格、流程更多。李松林
说，原因很简单，穿戴防护用品所处环
境相对洁净，出现疏漏还可及时补救。
而脱防护用品的位置则处于缓冲区，
如果环节上出现错误，会给医疗队队
员带来极大的感染风险。

从污染区出来，李松林洗手后，进
入缓冲区。接着，他操作的流程是：脱
外层鞋套手套-洗手-脱护目镜-脱外
层医用口罩-洗手-脱防护服和内层鞋
套-洗手-脱一次性隔离衣和手套-洗
手-脱帽子-洗手-脱医用防护口罩-
洗手-戴医用外科口罩和鞋套。

记者注意到，李松林每脱一层“装
备”都要进行 1 至 2 次“手消”。整个流

程下来，他洗了10次手。只有完成了以
上步骤，他才能进入淋浴间洗澡。

“如果没有洗浴条件，医疗队队员
也要在水龙头处进行鼻腔、耳部清洁，
眼睛冲洗等操作。”李松林强调，严格按
要求穿脱防护用品和规范的手卫生，是
保护医疗队队员不被感染的关键。

“脱防护用品至少有15个步骤，至
少需要半个小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
零风险。”李松林说，脱防护用品是医
护人员上岗培训前的重中之重。

因繁杂的流程，进入污染区的医
疗队队员每天必须提前1小时进班。当
李松林脱掉层层防护用品后，记者看
到，他已汗流浃背。

外人无法想象，穿上防护服，人即
使坐着一动不动都会闷出一身汗。而
医疗队队员只要进入污染区，一穿就
是六七个小时！

（湖北黄冈2月24日电）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特派记者
辜鹏博 朱玉文

“下班了，好开心。一天的工作任务
终于完成了。”2月21日下午，结束了在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ICU 病房的工
作，湖南省支援黄冈医疗队的护士刘红
艳和李媛连蹦带跳地走下楼梯，脱下防
护用品的她们开心得像个孩子。

刘红艳和李媛来自郴州市第三人
民医院。早上8时，她们从酒店出发；下
午 5 时，结束一天的工作。为了方便医
疗队队员上下班，黄冈市政府特意安排
了通勤车24小时接送。

回到驻地酒店，刘红艳和同事们先
要排队消毒。张开双手、闭眼，工作人员
为她们全身上下喷洒酒精，就连鞋底也
不放过。

消毒完毕，刘红艳和李媛在酒店一
楼领取了热腾腾的饭菜。在能量加油
站，酒店还为医疗队队员准备了苹果、
牛奶、方便面、纸巾、拖鞋等生活物资。

“为了让防护不留死角，我们将酒
店房间内外也分了‘污染区’‘半污染区
’和‘清洁区’。”刘红艳说，房间门外是

“污染区”。记者看到，她的房间门口放
了一张小桌子。打开房门后，她先换上

门内的第一双拖鞋，然后把外出穿的
鞋子、外套放在门外的小桌子上，处理
好口罩、双手消毒后，进入“半污染区”
(卫生间)清洁全身，最后进入“清洁
区”（卧室区）。

直到这时，她们终于可以喝上一
大口水，就着香喷喷的饭菜看上几

集电视剧《最美的青春》了。“这个电
视剧讲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一群来
自全国各地的林业大中专毕业生与
林业干部一道，将河北承德境内的荒
漠变为林海的故事。这是我第二次看
这个剧，剧中人物那股子劲打动了
我，让我更加坚定了在这里战斗下去
的决心。”刘红艳说。

（湖北黄冈2月24日电）

防护不留死角
医疗队队员给住宿区域也分了区

做完防护穿脱27个步骤，
已汗流浃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