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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的诞生是一切奇迹的开
始。3 月 15 日 21 时许，娄底市妇幼保
健院产科内，焦急等待的家属听到一
声响亮的啼哭，又一名“鼠宝宝”出生
了。

疫情发生后，因娄底市中心医院和
各县市区人民医院成为新冠肺炎患者
救治定点医院，各地妇幼保健院门诊量
和分娩量陡然上升，医护人员满负荷运
转。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娄底市卫健
委周密部署、统筹安排，全市妇幼工作
者无一后退、闻令而动，从1月24日至
今，为广大母婴群体保驾护航，迎来
5000余名呱呱坠地的小生命。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一句简
单却暖心的话语，涤荡在娄底卫健人
的心中。他们夜以继日、挺身而出，在
全力守护母婴安全防线的同时，积极
投身战“疫”，以白衣作战袍，以生命护
佑生命。

周密部署，以实干实效
交出“高分卷”

“不敢来医院生产”，是疫情期间
孕产妇们的心理，但一次次分娩如同
一场场会随时打响的战争。特殊时
期，如何打好这一仗？如何守护母婴
安全？

战场上披荆斩棘，娄底交出“高分
答卷”：接生 5000余名婴儿，实现无一
例孕产妇死亡，2名确诊“准妈妈”在精
心治疗下也顺利出院。亮眼的成绩，
离不开得力指挥，多线作战，离不开医
者仁心与辛勤付出。

应筛尽筛，应管尽管——让每一
名“孕妈”放心，让每一次生产无忧，娄
底市卫健委牢牢守住孕产妇和新生儿
安全防线。第一时间组织开展孕情摸
排、妊娠风险评估筛查，及时、准确地
掌握辖区情况，对筛查出来的高危孕
产妇严格落实分类专案管理，严格保
障产科值班技术人员力量，并落实好
二、三线高年资医师值班，确保产科急
救工作的顺利开展。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确 保 全 面 排 查
——各县市区全面排查隐患，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和应对措施，持续做好
母婴安全管理和救治工作；各地妇幼
保健院严格做好发热孕产妇的就诊管
理，院内建立预检分诊制度，保障孕产
妇安全住院分娩，针对个体差异推出
个性化服务。

开通24小时绿色通道，实施24小
时网上预约——消除恐慌，为守护生
命特事特办，做足每一份准备。各县
市区妇幼保健院先后开辟绿色通道，
全天候接受网上预约，优先接受临产
孕妇（包括流动人口）住院、接产，确保
孕产妇和新生儿及时、安全就诊。

定制服务，守好母婴安
全“主阵地”

抗疫号角吹响，处处都是战场。
湘中娄底，一批批母婴“卫士”踏马蹄
疾，把安全想细做细，把关怀做到家，
用初心、仁心、爱心呵护生命。

新春佳节，以爱坚守。1月 31日，
一名孕 27 周试管双胎难免流产孕妇，
由于提早见红及下腹规则疼痛，从新
化县转诊到娄底市妇幼保健院。住院
时宫口已开全，双胞胎一个头位、一个
臀位，生产难度增大，产科、妇科、新生
儿科等科室迅速制订生产方案，多方
密切协作。当日，双胞胎兄妹成功顺
产，转入新生儿科，母婴平安。

2月 13日，娄星区人民医院（区妇
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收治了一例孕 27
周 850 克的超低体重早产女婴，婴儿
随时有生命危险。医护团队随即施展

“组合拳”：建立有效呼吸、入住模拟子
宫环境的暖箱、给予有创呼吸机辅助
通气、使用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建立脐
静脉通道……一系列“定制服务”让宝
宝脱离生命危险。

“医生，我老婆快生了，没有发烧
咳嗽，可以来生吗？”“可以的，请您保

持电话畅通，我们
马上为您派车。”冷
水江市妇幼保健院
考虑到疫情防控期
间实行交通管制，
孕产妇出行不便，
迅 速 开 通“120”绿
色 通 道 ，上 门 服
务。仅 2 月 3 日晚
上，120 急救车就出
诊 3 次接孕产妇住
院分娩。

在 那 段 日 子
里，新化县各乡镇
妇幼专干、乡村医
生、医疗助产机构
的医生全员出动，
积极配合该县妇幼
保健院及时识别和
管理发热孕产妇，
对全县30多例有发
热现象的孕产妇进
行动态管理，每天
电话监测情况并做
好宣教工作，避免
因 担 忧 、恐 惧 而
延误病情。

疫情发
生后，涟源
市 妇 幼 保
健院多措
并 举 向 孕
产 妇 及 家
属宣教疫情
知识，通过微
信公众号发布科
普文章，帮助消除
恐惧；发布就诊“告知书”引导
孕产妇预约就诊、有序就诊、非必要暂
缓就诊；在医院醒目处张贴详细指导
海报，导诊台安排经验丰富的护士进
行服务，确保孕产妇正确就诊。

多线作战，防疫前沿争
当“先锋号”

疫情袭来，没有孤岛，也没有人能
置身事外。这就需要多方“同频共
振”。

从冬日到春季，从黑夜到白天，顾

不上休息，娄底妇幼工作者倾心守护

母婴群体。与此同时，他们“多线作

战”下沉防疫最前沿，或请战一线；或

奉命隔离；或深入企业，为复工复产保

驾护航。

院感工作是指预防和控制医院感

染，是提高医疗质量和维护医务人员

健康的一项重要工作。2 月 11 日，娄

底紧急选派院感工作人员出征湖北黄

冈。早已递交“请战书”的市妇幼保健

院院感科主任吴静芳、区妇幼保健院

院感科科长邱春闻令而进，匆匆收拾

行囊出征。“大考”当前，300 余名妇幼

人奔赴疫情救治和防控一线。

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艰苦卓

绝的战“疫”必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看，车辆开始穿行，机器开始运转。2

月 18 日，在娄星工业集中区的企业厂

房内，娄星区人民医院（区妇幼保健

院）的医务人员正为返岗员工采集咽

拭子样本。复工复产以来，该院为万

宝新区 54 家企业、娄星区 106 家企业

员工进行核酸样本取样，同时扎实开

展“四类人员”核酸检测“清零”行动。

2月24日、3月2日，双峰县组织两
批农民工共计 933 人搭乘 G9628 次定
制专列赴粤。两趟定制专列均由双峰
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赵曙光、唐立冬
全程护航。细心的唐立冬发现有人没
有正确佩戴口罩，在高铁上“现场教学”
个教导：“大家的口罩有戴反了的，有戴
到鼻子下面的，有压条没有压好的。我
告诉大家正确的佩戴方式。”

3 月，湘中大地春暖花开，顾不上
享受暖阳，娄底 3000余名妇幼工作者
依然日夜坚守本职岗位，全力以赴保
障母婴安全，为疫情防控贡献每一份
光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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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娜妮 张东红 李爱君 胡 晖 周黎黎

3 月 17 日，岳
阳市岳阳楼区融
创环球中心项目

（一期）工程建设
工地，现场一片繁
忙。徐典波 摄

“返岗员工全部通过了核酸检测，住
宿难题已解决，我们将安心抓好生产，保
质保量完成任务！”近日，张家界市永定区
纪委监委对南方水泥公司进行电话回访
时，公司负责人回答。

此前，永定区纪委监委督查组走访了
解到企业部分返岗员工存在住宿难题，有
员工没有经过核酸检测，一部分员工不能
及时返岗。督查组随即将问题反馈给相
关职能部门并积极协调，使问题得到较好
解决。

疫情当前，永定区纪委监委围绕精准
服务企业用工、务工人员健康检测、劳务

安全输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开
展精准化、常态化监督，对发现的问题督
促职能部门及时解决，帮助打通复工复产
梗阻。

目前，永定区共组织农民工返岗直通
车 67 台次，1708 名农民工（其中建档立
卡贫困群众 281 名）安全返岗。全区 48
家规模以上企业已复工 44 家，复工率达
91.67%；278 家规模以下企业复工 276
家，复工率达 99.28%。规上规下企业复
工人数达4455人。全区32个项目100%
复工, 复工人数 2217。综合复工率达到
98.2%。 （吕绍甫）

打通复工复产梗阻
永定区纪检监察靠前监督

■ 陆益平 陈志强 邱文丽 陈苗苗

3月 20日，位于新邵经开区的科瑞生物制
药公司车间内一片繁忙，各条生产线飞速运
转，工人们戴着口罩、忙碌不停……“多亏经开
区工作人员的指导帮忙，我们2月10日就开始
复产，目前人员全部到岗，产能基本恢复。”企
业负责人甘红星高兴地说。

阳春三月，生机勃发。走进新邵经开区园
区，但见一处处机器轰鸣的建设工地，一幅幅
如火如荼的生产场景,到处涌动着战疫情、夺取
第一季度“开门红”的热潮。

抓防控、抗疫情是硬任务，抓生产、促发展
是硬道理。为确保企业复工复产稳定有序，新
邵经开区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积极帮助企业
排忧解难，为企业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干部下沉，当好贴心“保姆”

面对面指导，心贴心帮扶。县里派出帮扶
工作队深入重点企业、上门服务。每个企业由
一名县级领导、一名科工局干部、一名园区干
部和一名乡镇干部联系帮扶。

新邵经开区提前谋划，制订科学防疫方
案，明确企业复工复产标准和审批程序。实行
网格化管理，分别由班子成员担任组长，全体
机关干部职工参与，帮扶督导区内所有企业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尽快复工复产，并通过
责任领导督促、主要领导入企抽查等方式，促
使联点干部切实履责，落实落细，严把复工复
产第一道安全关卡。

同时，在工业园区设置医疗点，由乡镇卫
生院配备一名副院长、县疾控中心配备一名工
作人员，指导企业防控疫情，并对复工复产、疫
情防控情况实行“每日督查”，助力企业顺利复
工复产。

急事急办，打通复工“堵点”

人手不足、原料紧缺、交通不畅……疫情
之下，企业复工复产面临一系列挑战。

新邵经开区围绕企业金融、用工、防疫等
方面出台“干货”政策，统筹解决口罩、消毒液
等防疫物资短缺问题；对承租国有资产类经营
用房、标准厂房的企业，免收疫期内租金；企业

在复工复产期间新招聘人员，由县财政按每人
500 元的标准奖励给企业；同时，兑现物流补
贴，全力确保企业生产物资及时运达和产品及
时运出交付。

疫情期间，口罩需求激增。新邵经开区抢

抓时机，积极帮扶企业生产防疫物资。

湖南潇龙机械设备责任有限公司从2月10

日开始，组织研发团队攻关，自主研发并生产出

全自动一体化口罩机。该口罩机每分钟可生

产 150 只口罩，目前已有 30 多家企业预定。

“从设计图案到出样品只花了 20 天，我们创造

了‘新邵速度’。”该企业负责人杨辉骄傲地说。

同时，还新引进了宁康医疗口罩生产企

业，经过 20 多天的准备，该公司生产的口罩已

通过质检正式上市。

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目
前，全区 109家规模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复
工率达100%。

““下一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复工复产和防我们将继续抓好复工复产和防
疫工作疫工作，，帮助企业不断提高产能帮助企业不断提高产能，，恢复恢复、、拓宽国拓宽国
际国内市场际国内市场，，全力打赢两场全力打赢两场‘‘战役战役’’。。””该区党工该区党工
委书记张刚信心满满委书记张刚信心满满。。

——新邵经开区生产建设按下“快进键”、规模企业复工100%

又是一年芳草绿又是一年芳草绿

■ 徐亚平 尹 萍 晏杰芳

岳阳楼上春已归，湖中鸿雁拍波飞。3 月 20
日，岳阳市岳阳楼区省市考核的重点企业已复工
复产115家；3月8日，62例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
院，3 月 9 日，疫情风险等级下调至低风险地区。
连日来，该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岳阳楼区紧邻湖北，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作
为全市的交通枢纽中心、商贸消费中心、人口集散
中心。区委区政府牢记初心使命，下足硬功夫战
疫情、保民生、促发展，各项工作接连迎来开门红，
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闪光的答卷。

迈开步子战疫情

疫情来势汹汹，防控刻不容缓。1月23日，岳
阳楼区成立以区委书记为第一组长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防控指挥部，率先在全市将疫情联防联控
工作提档升级。

正月初一，该区果断取消干部休假，启动应急
模式；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实行差异化防
控策略。把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抽调
区直机关干部支援小区值守，全区近5000名党员
干部尽锐出击，迎难而上。

岳阳楼区委书记陈阁辉坚定地说：“必须实行
最严密的摸排、最严格的隔离、最彻底的阻断，多
措并举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疫情防控，重在迅速、专业。区卫健系统通过
流行病学报告，数据统计分析和省、市、区三级专家
会商，深入分析，科学研判，及时为区委区政府精准
施策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切实落实“四早”“四集中”

“八字诀”，实现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硬”
“两手赢”。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网格化管理起到了关键
作用。以652个网格为防控单位，319个网格党组
织为战斗堡垒，432名党员“格格”为先锋战士，以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阳性无症状感染者为原点，
排查范围延伸覆盖到密切接触者、一般接触者三

级；通过“网格化+大数据”
构建网格地毯式排查

和指向性定点排查的双排查机制，实现精准定人
定位。

2 月 11 日，该区整合力量，设立市委党校、区
人民医院、宾馆集中隔离点，对治愈出院人员、密
切接触者、疫区来岳返岳人员、归国人员进行集中
隔离，同时实行“一户一专班”居家隔离管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区妇幼保健院副
院长刘金华第一时间申请，将观察新冠肺炎密切
接触者的重任扛在肩上。从为密切接触者办理入
住手续，到每天测量体温、记录监测数据，送餐
……每天工作 10多个小时，刘金华一刻也停不下
来。

在集中医学观察点，还有区人大、统战系统、
民政局、卫健局、岳阳楼公安分局组成的综合协调
组以及后勤保障组、医疗服务组、安全维稳组，各
组成员各司其职、不分昼夜做好管理隔离、医学观
察、清洁消毒、健康宣传、生活保障工作。

从一级响应至今，累计接管密切接触者 1088
人，涉鄂人员 9812人、涉外人员 130人，集中隔离
2204人次，居家隔离1.5万人次。

为防止疫情在社区扩散蔓延，该区抓实居民
小区管控，以乡街为责任主体，社区为战斗单元，
小区为责任片区，最大限度确保小区人员外部不
流动、内部不互动。

早动员、抓重点、严管控、强队伍，取得了防控
工作阶段性重要成果。区长黄建文说：“越是防疫
形势好转，越要杜绝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再接再
厉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俯下身子慰民心

疫情之下的民生保障事关千家万户。岳阳楼
区各大超市开通“线上下单，线下送货到家”的服
务，居民足不出户通过手机下单购买。喜盈田超
市经理表示：“疫情当前，顾客的需求就是‘号角’，
只要顾客下单，公司上下都是‘骑手’。”

从1月24日起，相关企业每日12时前都会向
岳阳楼区商务粮食局报送米、面、油、蔬菜、肉类等
生活必需品库存数量。丰富居民“菜篮子”，兜住
捆紧“米袋子”，基本生活物资始终供应有序。

特殊时期，该区调高民生温度，从细微处做实

做好民生保障，抚慰人心，温暖民心。
“大姐，这些是给你们的大米、油、蔬菜。”疫情

发生以来，三眼桥街道工作人员对困难人员生活
状况及需求进行登记。33 岁的周兰患有精神残
疾，女儿读小学，靠丈夫在外打零工养家糊口，此
次疫情断了家中经济来源。得知情况后，白杨坡
社区党支部书记许莉上门提供生活物资。

区民政局组织乡街、社区（村）通过微信、上门
等方式，及时了解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救助对象
生活状况，现已向各乡街提前下拨 88万元临时救
助资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党员、志愿者、企业家等纷纷支援基层一线，保障
疫情防控物资需求。

学生如何度过一个“超长待机”的假期？该区
各小学通过网络电视、学习强国等平台相约线上
课堂。各学校也制定出寒假攻略，东方红小学加
强学生德育教育，开展“给武汉加油”漫画比赛等
一系列活动；花板桥学校学生“声”临其境，通过英
语配音提升语言能力；白杨坡小学学生一天练一
张字帖，规范书写……

区教育局组织少先队辅导员以《你笑起来真
好看》歌曲为背景音乐，创编有趣又有益的韵律
操，“课余时间”大家就跳起来，增强免疫力，收获
好身体。

甩开膀子促发展

坐落在东风湖畔的金茂洞庭生态创新城项目
现场，驻企防疫联络员李小凤守在施工入口，工人
们经过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消毒等一番严格“通
关”后进场施工，现场呈现一片忙而有序的景象。

岳阳楼区吹响高质量发展“集结号”，成立企
业复工复产防疫指导组，负责企业疫情防控工
作。选派 248 名党员干部进驻全区重点建设项
目、大型商场超市、规模企业和小微企业担任驻企
防疫联络员，指导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八大行业的发展情况，科学分析、因业施
策为优势产业、竞争性产业、短板企业、小微企业
的复工复产制定针对性措施，落实一业一策、一企
一策、点对点服务、一对一帮扶的工作方略。同
时，该区还从财税政策、稳岗就业、金融支持、稳定
生产、减轻负担等方面提出了18条支持措施。

中粮贸易南良(岳阳)有限公司总经理束旭强
感慨：“银行送来了‘及时雨’，没想到不到 48 小
时，3000 万元防疫应急贷就到账了，现在收到很
多订单，抓好生产更有信心了。”1月以来，该区协
调金融机构为企业“输血供氧”，提供强有力金融
保障，累计投放贷款9.55亿元。

同时，该区借助线上平台推广，为重点企业对
接招聘，在郭镇建中村等街道（乡）组织居民 86
人，用专车接送到城陵矶新港区新金宝面试。截
至目前，已为新金宝输送800多人上岗。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持续向好的新形势下，岳阳楼区全体干群
正趁着大好春光，朝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
甩开膀子，大步流星，高歌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