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邓桂林）1 月 22 日，长
沙市防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2020年
第2次工作会议，会上公布了全市46
家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

会议要求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全
面加强值班值守，实行首诊负责制，
严格按要求开展流行病学史的询问
和甄别，及时报告处置，及时开展专
家会诊研判。对责任落实不到位、故
意漏报、瞒报、造成疫情扩散的相关
单位和个人严格追究责任。对确诊病
例的密切接触者严密追踪，严格落实
集中隔离或居家医学观察措施。各级
综合监督机构全面加强对医疗机构
的全方面监管。

据悉，公安、交通运输、商务会

展、文旅广电、林业、市场监管、城管
执法等部门，将协助开展密切接触
者追踪和管理、打击蓄意造谣、储备
防控物资、加强陆生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监测、抓好集贸市场监管等工
作。会议特别强调，即日起对全市公
用交通运输工具加大清扫和消毒频
次；严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酒店、
超市、餐饮机构等单位和个人运输、
销 售 野 生 动
物。

同时，各
区、县（市）按
照 属 地 管 理
原则，牵头抓
好 重 点 防 控
举措。

长沙市公布46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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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戴口罩 安全更放心
1 月 22 日，长沙火车站，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许多旅客出行时戴上了口罩。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段
涵敏）1月22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官
网通报，湖南省新增 3 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患者均为怀
化市鹤城区人。

患者杨某某，女，35岁；李某某，女，
40岁；彭某某，男，30岁。3人为同一公司
同事。杨某某与李某某2019年12月下
旬到过武汉，彭某某与其中1人是密切
接触者。目前，3名患者病情稳定，正在怀
化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当地卫生健康
等部门已对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随访，
密切接触者目前无发热等异常状况。

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组织各相关部门、市州通力合作开展
联防联控。

近期有武汉居住史、旅行史和
密 切 接 触 史
者，如出现发
热、咳嗽、呼
吸 道 感 染 等
症状，须及时
到 就 近 定 点
医 疗 机 构 就
诊。

湖南新增3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病例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邓桂林）1月22日，长沙
市防病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沙市

“三站一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监测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指导“三站
一场”(即汽车站、火车站、火车南站、
黄花国际机场)做好排查，及时发现和
筛查从武汉来长沙的发热病例，全力
防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入及
扩散。

根据《方案》要求，重点监测的公
共场所包括长沙汽车东站、汽车南
站、汽车西站、汽车北站、长株潭汽车
站、黎托汽车站、火车站、高铁南站和
黄花国际机场，以及望城区、长沙县、
浏阳市、宁乡市相关车站和场所，由
卫生健康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市级统
筹的原则指派医务人员进行驻点，开
展24小时值守。每个驻点均由一家二

级以上综合医疗机构对口支持。
目前，长沙市防病工作领导小组

已派出 5 个工作督导组，分赴汽车东
站、南站、西站、北站、长株潭汽车站、
黎托汽车站、火车站、高铁南站、黄花
机场等地，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
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诊断”措施，防止疫情流入
扩散。以上 9 个重点交通枢纽均已设
立了临时医疗服务点，在醒目位置通
过固定提示牌和电子显示牌向往来
乘客发布提醒，要求有发热、咳嗽等
不适症状的乘客前往临时医疗点。

据悉，驻点医务人员对武汉来长的
各车次、航班人员进行问询和体温监
测，发现体温异常或身体不适的人员，
立即引导其至临时服务点，开展初步流
行病学询问及症状检查，并填写《长沙
市“三站一场”发热病人登记表》。

长沙市派出医务人员入驻“三站一场”
全力防范疫情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周月
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省商务厅紧急部署研究，加强对农
贸市场、流通企业的监管与调度，积极
保障生活必需品和相关医疗用品的市
场供应与价格稳定，配合相关部门做
好农贸市场特别是大型集贸市场的疫

情防控工作。
省商务厅今天紧急部署积极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要求各地
商务主管部门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与供
应加强监测与调度，尤其要对农贸市场
的活禽销售加强监测与管理，要严格做
到“日检查、日清理、日消毒”。同时，配合

相关部门调度流通企业，对口罩等医疗
器材的供应进行监测、管理，加强对出入
境人员相关方面的管理和服务。

春节将至，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将指
导各大型商场超市慎重开展促销活动，
同时不再新批促销活动。商务部门将加
强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各县市区至少要
选择一家农贸市场、一家超市和一家药
店，对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相关医疗用品
的价格和供应进行监测，及时上报，保持
信息渠道畅通，做好应急处置。

省商务厅紧急部署积极应对疫情
保障生活必需品和相关医疗用品的市场供应与价格稳定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通讯员 高
琼 记者 胡信松）湖南医药集团采取
有力措施，切实保障我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治疗药品供应，稳定价格，为遏
制疫情蔓延贡献力量。

湖南医药集团作为我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药品应急供应储备企业，根

据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统一部
署，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春运期
间供应保障，第一时间成立由董事长
冯传良任组长的春节药品耗材储备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储备应急
调拨预案”，明确调拨流程、部门职
责、保障措施等。公司上下紧急行动、

密切沟通、调动资源，实行 24 小时值
班制，协调相关生产企业保障春节期
间的生产和供应工作。做好抗肺炎及
流感病毒临床应用一线用药重组人
干扰素 a-2b 注射液、连花清瘟胶囊
以及 N95 型口罩、医用口罩的稳定供
应，并在第一时间联系质量有保障的
生产企业组织医药物资，确保产品质
量和配送效率。

面对疫情，湖南医药集团将保持
全力运转，保障疫情防控所需的药品
耗材供应充足，药品可实现24小时内
全省配送到位。

湖南日报评论员

1月20日以来，一场重大疫情骤然
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截至22日22时
30分，全国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确诊病例 543 例（湖南 4 例），疑似
137 例，其中治愈 25 例，死亡 17 例；日
本、泰国、韩国、美国等国也发现了确诊
病例。疫情发展速度之快、牵涉地域之
广，让人十分揪心，可以说，这是我国自
2003年SARS以来面临的又一场重大公
共卫生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1月20日，习近平总
书记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
头。号令既出，三军用命。从中央到地
方，“全国一盘棋”的举国体制，高速高
效运转；在湖南，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
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成立了由省长任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要求全省各级各地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很
多人取消休假，很多人奔赴一线，坚决
抗击疫情的“作战图”迅速铺开。

对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重大疫情，
任何疏漏与轻敌都是不应该的：国家卫
健委确认，已经出现了人传人和医务人
员感染，存在一定范围的社区传播；目前
病毒传染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
未完全掌握，病毒仍存在变异的可能。国
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指出，疫情存在进
一步扩大的风险，决不能掉以轻心。

但不掉以轻心决不意味着要人人
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目前，一些地方和
一些人群已经出现过度恐慌的现象。如
此下去，最大的敌人不是疫病，而是对
疫病的恐惧。勤洗手、常通风、出门戴口
罩，尽量避免出入人群密集场所，感觉
不适及时就医……做到这些，绝大多数
人就是安全的。我们既要小心为上，又
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不自乱阵脚。

我们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当
年抗击SARS的经验，有强大的应急动员
能力和工作体系，一定能打赢这一场重
大战役，中华民族一定能迈过这道坎。

打赢疫情阻击战，每个人都不是看
客，更不能添堵。不为不真实的信息所
惑，不传播不科学的所谓“秘方”，不开
不合时宜的玩笑，是每个人的应有姿
态。生命面前，请多一份敬畏；大敌当
前，请多一份鼓励。当战斗正在进行，各
方还在紧张努力，一味埋怨、指责无济
于事，唾沫横飞只会让人沮丧。

疫病无情，人间有爱。已是耄耋之
年的钟南山院士，临危受命奔波在抗击
疫情最前线；曾随国家卫健委专家组首
批前往武汉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专家
王广发，被证实疑似感染病毒；“最勇敢
逆行”，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控制专
家吴安华毅然前往疫情一线；“不计报
酬，无论生死”，同济医院的医生写下请
战书；武汉市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我们要
向所有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
员致敬！

“现在能不到武汉去就不去,武汉人
能不出来就不出来。”这样一种倡议和
安排，对于防止疫情蔓延是十分必要
的。但是，我们可曾想到，许多武汉人、
在武汉工作的外地人，在“团圆”与“防
疫”的两难选择上，承受着多大的心理
压力？疫情爆发以来，一些人感染了，
一些人离去了，很多人被医学隔离……
他们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骨肉同胞。

“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当此艰难之
际，我们身有隔而心无碍，我们永远在
一起……同时，我们祈祷所有不幸感染
病毒的同胞渡过此劫、早日康复。

明天就是除夕了，对不少人来说，
这将是一个战斗的春节；对大多数人来
说，还是要欢度良辰吉日，安享团圆时
光。这正是防控此轮重大疫情的最大目
的。

防控重大疫情，我们在一起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记者今天从湖南省
市场监管局获悉，全省市场监管部门
按照部署，全面开展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市场价格巡查，
重点检查口罩、消毒水、预防类药品等
相关商品市场价格情况，严厉查处哄
抬价格、囤积居奇、散布涨价信息等违
法违规行为。

长沙、湘潭、娄底、怀化等地组织
价格监督检查人员，深入老百姓大药
房、益丰大药房等各大药品零售企业

门店，重点检查口罩、消毒水、预防类
药品的进货、存货和价格情况，对药店
负责人进行价格提醒告诫。

张家界对城区药品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医院进行新型冠状病毒相关商
品和药品价格检查，下发《提醒告诫
函》，要求各企业规范价格行为。娄底
要求各药店做好正面宣传，消除恐慌
心理。该市部分零售药房通过广播、电
子显示屏向消费者作出“坚决不涨价”
的承诺。

郴州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布提

醒书，规范涉及防控肺炎药品用品市场
价格行为，要求医疗药品用品经营者不
得利用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大幅提
高医疗药品及用品的销售价格；不得囤
货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以及散布涨
价谣言；要求相关医药销售公司、连锁企
业采取措施保障供应，加强价格自律，稳
定相关医药用品价格。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表示，将做好
市场监管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对扰乱
正常市场秩序的行为，将依法给予严
处，对情节恶劣的典型案件，予以公开
曝光。若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请保存好
相关证据并拨打“12315”举报电话进
行投诉举报。

严厉查处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
重点检查口罩、消毒水、预防类药品等相关商品市场价格

省文旅厅启动应急预案

妥善处理退房退团
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孟姣
燕）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出通知，要求
全省文化旅游系统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按照文旅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
署，省文旅厅党组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动员全行业全力应对，协调省旅游
协会、省旅行社协会发出旅游安全提示，要
求认真做好退订房、退订团队和退订门票
或改签等工作，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省文化和旅游厅要求，各级文化旅
游行政管理部门、旅行社、旅游星级饭
店、A级旅游景区以及互联网上网经营
场所、文化演艺活动、公共服务等人员密
集场所妥善应对，启动公共服务场所安
全保障应急预案；积极配合各相关职能
部门做好预防、宣传教育工作，发现疑似
感染人员及时隔离，上报属地文化旅游
行政部门和卫健部门；谨慎组团前往或
接待疫区游客，有效应对疫情感染。

目前，全省 372 家旅游星级饭店、
1159 家旅行社、399 家 A 级旅游景区、
9820家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2481
家娱乐场所、412 家文化旅游公共服务
场所启动了应急预案，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的防控工作。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寇冠乔）今天，省机场管理
集团发布消息称，即日起全省机场对
所有进出机场旅客进行体温检测，积
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

省机场管理集团积极部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全省机场的全部医护人员取消春节
休假，准备测温仪、口罩、消毒液等相
关紧急物资，并对所有进出机场的旅
客进行体温检测，同时积极对接当地
疾控部门派员进驻机场，指导开展疫
情工作。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已购进一次性
口罩18万个、N95防护口罩1.4万个、
手持测温仪60个、消毒液30件、消毒
洗手液 800 瓶。紧急采购的口罩及测
温仪已配发到客运、地勤等关键岗位。
订购的6台红外线体温测试仪，将于春
节期间安装使用。

全省各机场将进一步补充所需物
资，规范疫情监测流程，每日跟踪疫情
进展，确保旅客顺利办理相关乘机手
续、平安出行。

准备测温仪、口罩、消毒液等相关紧急物资

全省机场对所有旅客进行体温检测长沙3家农贸市场
未发现野生动物销售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周闯）1月22日，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对
岳麓区滨江农贸市场、高新区东塘农贸
市场、高桥市场 3 个市场进行检查，未
发现野生动物销售。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陈明南介
绍，从检查的情况来看，3个市场运营较
好，市场内进行了消毒，都安排了管理人
员值班。现场没有发现野生动物销售。

据了解，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已在全
市开展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行动，重点整
治食用农产品交易市场环境，及时消除
各类食品安全隐患，降低冬春季重点传
染病通过环境传播的风险。

除了要求市场（企业）自查，长沙市
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对全市食用农产品交
易市场、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依法查
处非法销售和经营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违法行为。

药品可实现24小时内全省配送到位
湖南医药集团保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

药品供应、价格稳定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王
振亚）为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积极
响应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号召，今
天，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药圣堂中药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等 11 家民营
医药生产和医药流通类企业共同发出

《关于全力支持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抗击战的倡议书》，倡议全省同行业
企业保障供应、稳定市场、维护安宁。

倡议提出，连锁企业保障所有门
店正常营业，能提供24小时售药的门
店坚持正常营业，客服中心保持24小

时在线。
倡议号召，全力保障防疫药品、用

具的生产和货源调配，保证门店货源
充足，加强团购业务管理，防止恶意囤
货和哄抢脱销。

倡议要求，严格调控，保障所有防
疫药品、用具绝不涨价，让真正需要的
群众买得到、买得起。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总裁王黎说，目前该公司已成立

“24 小时紧急调度小组”确保各类医
药用品供应，为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力量。

11家民营药企倡议保障供应稳定市场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者 孙
敏坚）金鼠迎新，又是一年春来到。春
节期间，出国旅游的同胞较多，外交
部“领事直通车”公众号特提醒大家
注意以下事项：

一、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充分了
解旅行目的地安全形势，谨慎或避免
前往安全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中
国领事服务网“安全提醒”栏目、“领
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及“外交部
12308”手机客户端将及时发布海外
安全提醒，敬请留意。

跟团游应选择资质佳、信用好的
旅行社并签订正规合同，购买相应保
险，办妥必要证件和文件。

二、守法合规，入境问禁。出游前
请了解目的地国有关法律规定，特别
是关于出入境携带现金数额、物品数
量及品种的规定，切勿贿赂海关及边
检人员。

如遇外国入出境边检人员索要
“小费”，请予拒绝。如遇导游、领队向
您明示或暗示向外方边检人员支付
小费，请保留证据，回国后向我国旅
游主管部门12301热线投诉举报。入
境后请遵纪守法，不要从事赌博、色
情、毒品等违法活动，切勿购买象牙、
犀牛角等违禁野生动物制品。

三、文明出游，最美风景。事先了
解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

仰以及当地民众在行为、衣着、饮食、
拍照等方面的风俗禁忌，注意举止得
体，文明旅游，避免触犯禁忌，招来麻
烦，自觉展现并维护中国游客的良好
形象。

四、加强防范，警钟长鸣。提高海
外安全意识，看管好个人物品，遵守
交通法规，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及时
了解目的地的气候状况，做好防范暴
雨、风雪、地震等极端天气或自然灾
害的准备。不在缺乏安全保障的水域
游泳。从事探险活动、极限运动时请
结伴而行、量力而为，并配备必要救
生设备。

五、遇事不慌，沉着求助。如遇突
发事件，妥善冷静应对，及时报警并
联系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拨打外交
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86－10－12308或＋86－59913991）
寻求帮助。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预祝
同胞们节日快乐，平安出行。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

春节出游加强安全防范

（外交部“领事直通车”公众号）
（“外交部12308”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