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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日前致电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就近期意大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意大利政
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相互支

持、合作共赢始终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的主旋律。值此意方困难时刻，中
国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意方抗击疫情
的努力，愿开展合作，提供帮助。习近平
指出，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唯有团
结协作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

只要中意两国以及国际社会携手努力，
就一定能够共克时艰，早日战胜疫情，
共同护佑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康宁。今年是中意建交50周年，我相信
在携手应对疫情的努力中，中意传统友
谊将更加坚固，合作内涵将更加丰富。

就意大利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意大利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日前致电伊朗总统鲁哈尼，就
近期伊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伊朗政府和人
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中伊是
全面战略伙伴，两国人民传统友好。伊
朗政府和人民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
真诚友善的支持和帮助。为帮助伊朗
抗击疫情，中方向伊方提供了一批抗

疫物资，派出了志愿卫生专家团队。中
方愿同伊方加强抗疫合作，并继续向
伊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伊朗
政府和人民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战。

就伊朗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伊朗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日前致电韩国总统文在寅，
就近期韩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代表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韩国政府和
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中韩是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友好邻邦。韩国

政府和社会各界此前纷纷向中方抗击
疫情表达关心慰问并提供大量帮助，
文在寅总统特别强调中国的困难就是
韩国的困难。习近平指出，疫情没有国
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韩方目前
遭受的疫情和困难感同身受。中方将

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支持韩方
抗击疫情，愿同韩方携手合作，早日共
同战胜疫情，维护两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高度重视
中韩关系发展，愿同文在寅总统一道
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
向更高水平，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韩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韩国总统致慰问电

湖南日报3月 14日讯（记者 段涵
敏）3 月 14 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
随着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最后5例住
院确诊病例出院，湖南省新冠肺炎住院
确诊病例实现清零。

自1月21日我省确诊首例新冠肺炎
病例，至 3 月 14 日最后 1 例住院确诊病
例出院，54天内全省共确诊新冠肺炎病
例1018例，出院1014例，死亡4例。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数呈先升后降的趋势，1月28日全省
新增确诊78例，达到单日峰值，随后9天
新增确诊病例均在50例以上。2月7日以
来，新增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2月15日
进入个位散发状态。2月29日以来，全省
已经连续15天无新增确诊病例。

在患者出院方面，1月30日我省治愈
出院首例新冠肺炎患者，全省平均每日出

院23例。2月份，全省有3个市州陆续实现
“清零”；3月份有11个市州实现“清零”。

住院确诊病例清零并不代表零风险。
下阶段，我省将继续按照“外防输入、内防
扩散”的策略，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加强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等人
员的管理，积极防范可能存在的潜在感染
风险；做好出院患者复诊随访工作，帮助
患者康复，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湖南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清零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 黄雁）今天 12 时
40 分，一架载有 182 名中国能建湖南

火电 公 司 员 工 的 九 元 航 空 AQ1321
航班，从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往新疆
哈密。这是省机场管理集团携手九元

航空承运的首趟“点对点”返岗复工
包机。

“去年从老家回新疆上班，坐了40
多个小时火车，今天坐上飞机，好方
便！”当天 11 时左右，长沙机场 T2 航
站楼出发大厅，来自怀化辰溪的务工
人员张小英告诉记者，自己刚刚和几
名同事从怀化坐高铁到长沙，乘包机
抵达哈密后还会有专车直接送去项目
驻地，路费全部免费。

张小英和其余乘客全部来自中
国能建湖南火电公司，他们参与的
新疆哈密红星电厂建设项目，属于
国 家“ 疆 电 东 送 ”能 源 战 略 重 点 项
目。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副总经理常希
娟介绍，3 月 9 日，复工企业负责人联
系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表达了包
机需求。由于长沙没有直飞哈密的航
线，机场与各航空公司协调沟通，最终
确定由九元航空开辟临时航线，为复
工企业“定制”包机。 ▲ ▲

（下转2版③）

“点对点”为复工企业“定制”包机

182名湖南员工打“飞的”返疆

3月14日，中国能建湖南火电公司182名员工搭乘包机直飞新疆哈密返岗
复工，进行国家“疆电东送”项目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评论员

3 月 14 日，随着长沙市、株洲市、岳
阳市最后 5 例住院确诊病例出院，湖南
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实现清零。

这是我省疫情防控工作历尽千辛万
苦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胜利。自 1 月 21 日
我省确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以来，全省
一共确诊病例 1018 例，成功治愈出院
1014例。为了防控疫情、救死扶伤，为了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全省上
上下下、各行各业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努力。

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总体战、阻击
战，更是一场举国奋起、人人参与的人民
战争。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
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
决投入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战斗。
住院确诊病例清零，意味着我们离最终
胜利又近了一步。

这是无数医护人员和平凡英雄流血
流汗、苦战拼搏换来的成果。在这场没有
硝烟、却有生死的战斗中，“医疗湘军”冲

上火线，不计安危、不惧生死，用仁心化解
危难，用妙手挽回春天，在抗击疫情中立下
头功。他们的背影，穿透历史、永驻人心。

实现住院确诊病例清零，无疑是我
省继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下调以后又
一个鼓舞人心的积极信号，对我省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特
别是有利于我们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目前，春暖花开，人心思奋，我
们要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做好复工复
产、春耕生产、脱贫攻坚、生活性服务业
复苏等各项工作。

实现住院确诊病例清零，固然可喜可
贺，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清零”，绝
不等于零风险；“清零”，绝不等于大功告
成。巩固“清零”成果，还需继续努力。

当前，虽然我国疫情高峰期已过，但
疫情正处于全球大流行时期，境外输入
性疫情形势严峻，我们仍处于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保
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要再
接再厉、善作善成。”只要疫情还在、风险
还存，就不能有丝毫麻痹、厌战、松劲情
绪，就不能轻言成功。全省上下要坚决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发扬不怕疲
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思想不松、机制不
变、队伍不散，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
项防控工作。

当前，要坚持和完善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和前一阶段行之有效的经验做
法，继续压实社区、厂区、园区以及车站
码头、海关边检等重点关口“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防控责任，严防境外疫情输
入；同时，要加强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
触者等人员的管理，积极防范可能存在
的潜在感染风险；做好出院患者复诊随
访工作，帮助患者更好康复；继续发挥大
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在疫情防控中的支撑
保障作用，不断提升防控工作精准度和
可及性。同时，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建立与疫情防
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秩序。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只要我们慎终如始、奋战到底，就一
定能继续拓展积极向好的疫情防控态
势,加快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将疫情造成
的影响降到最低，夺取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最后胜利。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13日致电欧洲理事会主席
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就近期欧盟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向欧盟
及各成员国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不久前欧

盟及成员国以多种形式对中国疫情防控
表达慰问和支持。团结就是力量。当前形
势下，中方坚定支持欧方抗击疫情的努
力，愿积极提供帮助，协助欧方早日战胜
疫情。中方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
同欧方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加强协调合

作，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保护双方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
欧关系发展，愿同欧方一道努力，深化中
欧四大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就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欧洲理事会主席
欧盟委员会主席致慰问电

“清零”固可喜 功成当努力

众志成城的湖南力量
生命至上的医者仁心
——写在湖南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清零之际

●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
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
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你们
是最大的功臣，党和人民要给你们记头功。

●疫情防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
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越是在这个

时候，越是要保持头脑清醒，越是要慎终如始，越是
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

●要加强医疗防控物资生产、供应、调配，做好
出院患者康复医疗工作。

——3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考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易禹琳
段涵敏 李传新

春天如约而至，大地逐渐转暖。湖
南艰苦卓绝的抗疫大战也迎来了一个
重要节点——

3 月 14 日，随着长沙市、株洲市、
岳阳市最后 5 例确诊病例出院，湖南
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实现了清零。
从 1 月 21 日全省报告第一例确诊病
例，直至增加到1018例，再到“清零”，
整整 54天争分夺秒的奋战，浸透了多
少人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回望这段极不平凡的“清零”之
路，再一次见证众志成城的湖南力量，再
一次重温生命至上的医者仁心！进一步
鼓舞起誓夺抗疫之战全胜的信心！

军令如山，“四个集中”
迅速部署到位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
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迅速作出决策部署，接连召
开会议、作出重要指示。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们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
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
做好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
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
处置流程。”

……
一条条指示精神，为打赢这场大

战指明了方向。
疫情即军令，责任重如山！1月 23

日，湖南省迅速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应急响应。

湖南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专题
会议研究部署抗疫大计，雷厉风行落
实“四个集中”的各项措施，即集中患
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抢
时间尽全力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省明确了省、
市、县三级定点医院 116家，将所有患
者收治在定点医院，重型患者集中在市

级定点医院。同时，制定《就诊流程图》
《确诊程序》等系列规范，并根据实际变
化不断修订，确保了就诊渠道畅通、高
效。随着疫情的发展，长沙、衡阳、郴州
等地开始将辖区所有确诊患者集中收
治在市级定点医院，提升救治效率。

全省各相关专业的医疗专家们迅
速集结！组建了 1 个省级高级专家组
和 14个省级划片分区专家小组，确保
每个市州有一支省级专家团队进行全
方位支持。每个专家组由 4 名专家组
成，包括 1 名呼吸内科专家、1 名重症
医学专家、1名医学感染控制专家和 1
名中医专家。

▲ ▲

（下转2版①）

3月14日，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医护人员欢送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当天，湖南省新冠肺炎住院确诊病例实现清零。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段涵敏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切割、焊接、吊装……3月13日，湖
南湘江新区大王山片区湘江欢乐城项
目建设工地上，欢乐雪域项目雪场气温
降至零下5摄氏度，欢乐水寨游乐设施
安装有条不紊。“项目已全面复工，
1000 多名施工人员正赶进度，预计年
中就可开放。”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虽受疫情影响，但长沙文旅消费
需求潜力巨大的基本面没有变，重点

文旅项目建设也在继续推进。据长沙
市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该市实施重
大 文 旅 项 目 110 个 ，预 计 年 度 投 资
271.7亿元，以加速创建国家文化和旅
游消费示范城市。

社会主导，特大项目
不断涌现

望城区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景区，

一片油菜花海生机盎然。3 月 5 日，景
区开始限流开放。

“恢复开放后，人流较去年同期下降
一半。”铜官窑新华联公司副总经理苑赟
介绍，今年景区将进行数字教育基地建设
和场馆提升、服务提质，以对冲疫情影响。

该项目是新华联在长沙开发的首
个投资过百亿文旅产业项目。▲ ▲

（下转2版②）

长沙:

110个重大项目助文旅产业复苏

湖南日报3月14日讯（通讯员 吴
林 卿惠玲 王善峰 见习记者 黄柳
英）3月 11日，国家铁路集团正式发布
邵阳至永州铁路勘察设计项目招标公
告，启动邵永高铁项目前期工作。邵永
铁路是我省重点推进项目，全长约 97
公里，拟按时速 350 公里高铁标准建
设，建成后对构建呼南高铁通道，缓解
京广高铁长沙至衡阳段运输压力具有
重要意义。届时，永州至长沙将形成高
铁双通道。

呼南通道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之一，北

起内蒙古呼和浩特，南至广西南宁，
线路贯通湖南中西部地区，连接常
德、益阳、娄底、邵阳、永州 5 个市。邵
阳至永州段位于呼南高铁新建线路
南端，在全国高铁网中处于承东启
西、连南通北的重要位置，线路北起
娄邵铁路邵阳站，向南经邵阳市双清
区、邵阳县，永州市东安县、冷水滩

区，南至永州站，正线长约 97 公里，
其中永州境内长约 60 公里。呼南高
铁邵永段建成后，将与张吉怀高铁、
长 益 常 高 铁 、沪 昆 高 铁 、怀 邵 衡 客
专、衡柳客专、武广高铁相连，形成
省内高铁环线，并向南延伸，通过规
划中的永清广高铁，形成湘粤第二高
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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