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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长沙新韶东路，省工信厅7楼会议
室，现在是省防疫物资保障组的临时集
中办公点。2月3日8时，记者赶到时，
这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省防疫物资
保障组以省工信厅牵头，由省交通
厅、省商务厅、省卫健委、长沙海关、
省机场管理集团、省中医药局、广铁
集团长沙办事处等多个部门组成。
防疫物资保障组下分生产指导、综合
协调、信息报送三个小组，各司其职，
运转紧张而有序。

集中办公点上，工作人员有的面对

电脑神色专注，有的忙着通过电话沟通
情况。自从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忙碌就已成为这
里的常态。“晚上忙完，经常已是凌晨一
两点。”在保障组建立的一个微信群中，
记者看到，从凌晨至上午八九点之间，
就有五六个企业生产急需解决的问题
报上来。“马上协调”“现在就办”，防疫
物资保障组相关负责同志都是第一时
间将问题交办下去。

一位工作人员手拿好几份公函，正
在发送传真。记者摸一摸旁边的复印
机、传真机，机身发热。

“这份是发给广东省工信厅的，协
调支持优先采购口罩自动化生产设

备。”这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一家
邵阳的口罩生产企业，近日与广东某企
业签订了口罩生产线购买合同，并支付
了预付款，但眼下存在购买受阻、运输
困难等问题，省工信厅了解情况后，马
上帮助企业协调解决这一问题。

“建滔化工生产工人急缺大量口
罩”“几家医药企业需要紧急办理临时
卫生许可证”……殷立科负责协调生产
保障，手机成了“热线”。“一方面全力挖
掘现有产能，一方面开辟新的生产渠
道。”工作间隙，他告诉记者，目前已向
37家省重点调度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派
驻了工作组，工作组及时了解企业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当地政府有能力解

决的，由当地政府部门现场解决；解决
不了的、需要协调省级其他部门解决
的，由省厅尽快解决。

防疫物资既要保生产，也要保供
应。集中办公点上，省卫健委的工作人
员一边对照电脑上的物资分配清单，一
边打电话对接医疗机构、市州单位。疫
情期间，防疫物资实行统购政策。省卫
健委每天对医用防疫物资的数量、品目
等情况进行统筹，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分配。“一般是前一晚11点拿到次日
的分配方案，第二天一上班就开始与流
通企业、医疗机构逐一对接，确保医用
物资尽快用到医疗防疫第一线。”省卫
健委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湖南日报2月 3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省工信厅 2 日下文，要求
各级工信部门从9个方面指导复工企业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

各企业法人代表是疫情防控“第一
责任人”，各级工信部门和各企业领导
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建立企业疫情
领导干部包保机制，强化车间、班组等
基层单位网格化管理，构筑群防群治严
密防线。

严格执行省政府规定，全省各类工

业企业复工时间不早于2月9日24时。
涉及疫情防控物资保障生产、保障居民
日常生活生产企业和其他涉及重要国计
民生及特殊情况急需复工的相关企业除
外。

企业要提前制定复工方案，建立疫
情防控工作专班，提前对复工疫情防控
作出科学研判，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对
防控措施不落实、存在疫情防控隐患的
企业，坚决不予复工。

有序组织员工返程。目前人在湖
北的湖南企业员工参照湖北省规定同

样延长假期，暂不返湘；对确因工作需
要近期返湘的其他人员，要加强检疫查
验和健康防护，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对
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人员，一律
严格落实医学观察、隔离等措施，做到
全覆盖。

企业复工前应对公共场所和工作场
所进行一次全面消毒，复工后对空间场
所、公共设施进行全面管控、例行消毒，
并安排专人开展专项检查。

各企业暂停召开员工大会、开展集
中培训等人员集聚活动。设有食堂或餐

厅的企业应采取分餐措施，提供打包盒
饭，避免面对面就餐、集中用餐。

加强职工健康监测。复工后安排专
人负责每日员工体温测量和在岗状况调
查，建立台账，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提供
卫生用品和隔离观察场所。

教育引导职工群众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及时通报疫情，及时帮助解答疫情
防控各类问题。

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
沟通联系，严格执行报告制度，对可能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相应预案。

省工信厅下文

9个方面指导复工企业做好疫情防控

省防疫物资保障组：

热线电话不断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邓华丽

2月3日晚7时许，位于湘潭市岳
塘区的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公司
第三条口罩生产线装机完毕，开始进
行设备调试。该公司三条口罩生产
线达产后，预计每天可以增加口罩生
产量10万只以上。

谁能想到，为臻和亦康安装口罩生
产线的，并非是设备生产厂家的技术人
员，而是专长炼铁炼钢的华菱湘钢人。

原来，以生产医疗耗材为主营业
务的臻和亦康，此前从外省购买了三
条口罩生产线设备，受疫情影响，臻
和亦康需要紧急“上马”这三条生产
线，无奈厂家目前暂无可能派相关工
作人员来现场安装调试。

生产线设备安装并非易事，而且
安装调试等技术与生产操作不一样，
臻和亦康的员工花了几天时间好不
容易装上了第一条生产线设备，生产
线却无法顺利生产。

2月1日，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臻
和亦康，现场调度口罩、防护服等医
疗防护物资生产供应。

作为本地拥有雄厚人才和技术
储备的老牌国有企业，华菱湘钢承担
了此项“技术支援”任务。

“现在来部里集合，马上去臻和亦康

抢修生产线，这家公司是生产医疗物资
的。”2月2日上午9时，华菱湘钢设备工
程部孟庆达接到了常务副总经理喻维纲
的电话，他与其他11名党员技术骨干组
成立了一个应急小分队，迅速就位，当天
10时左右到达了臻和亦康车间。

以华菱湘钢常务副总经理喻维
纲为首的应急小分队，此前并没有安
装维护医疗生产线设备的经验，但他
们都是长年与工业生产设备打交道
的“里手”，在工业生产设备的安装、
调试和技术参数把控上十分在行。

“三套设备都是新的，其中一套
已经组装好，但无法正常运行生产，
另外两套还需要你们协助组装调
试。”听完臻和亦康相关负责人说明
情况，华菱湘钢应急小分队成员迅速
投入工作，研究设备结构、了解技术
参数，并根据口罩生产流程确定设备
安装的位置与连接。

连续工作12个小时后，臻和亦康
两条口罩生产线实现了正常运转。
第三条生产线预计2月4日凌晨完成
调试，具备生产条件。

为确保医疗防护物资的生产不
再因机械设备问题耽搁，华菱湘钢还
特别安排了设备维护人员留守在臻
和亦康生产现场，随时解决机器设备
可能出现的问题。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谢甜甜）记者今天从省人
社厅获悉，该厅特事特办，第一时间
安排一次性招工稳岗补助资金640万
元，支持疫情防控期间36家省重点联
系企业用于招工、稳工。

据了解，为应对疫情，保障重点防疫
物资生产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省人社厅
成立专项工作组，“一对一”对接联系，及
时掌握企业经营状况，全面了解用工需
求，着力促进劳动力资源供需对接。

连日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依托“互
联网+就业”线上服务平台，重点为防疫

物资生产企业开展岗位发布、互联网招
聘、岗位匹配推送等线上招聘求职对接
服务，着力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
招聘不停歇”的线上就业服务行动。第
一时间在湖南人才网首页开辟重点防疫
物资生产和部分流通型企业网络招聘专
区，方便求职者浏览咨询；通过开展

“311”就业服务人岗匹配、企业岗位推送
等方式开展线上招聘服务，广泛在基层
公共就业服务窗口设置企业招聘宣传专
栏。截至2月2日，人社部门共帮扶36
家重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招用员工287
人，解决当前紧急用工需求。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刘勇）
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在进行当中。记者
今天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该局
通过调度指挥，省内部分粮食加工企业
从农历正月初三即开始恢复生产。

截至 2 月 2 日（农历正月初九），

全省已有225家粮油加工企业恢复生
产，企业数占全省行业的 40%，日加
工能力达 2.389 万吨，其中市级及以
上龙头企业 91 家。各市州均有市级
及以上龙头企业复工，可为稳定粮油
市场供应提供充足的货源保证。

“炼钢人”抢装口罩生产线

安排一次性招工稳岗
补助资金640万元

人社部门帮扶36家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招用员工287人

四成粮食企业恢复生产

粮油市场货源有保障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琼

“每天看新闻了解疫情防控情况，
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1 月 30
日，记者在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洪
市村采访疫情防控时，村民颜桂兰感
慨地说，如果没有从长江外滩巴垸搬
离，就没有现在的安全居住环境，疫情
虽然暂时阻隔了出行，亲情却更加浓
厚了。

“疫情形势比较严峻，你们有没有觉
得害怕啊？”看着窗明几净的楼房、红花
簇拥的院子，伴随着一阵阵欢声笑语，记

者不禁问道。
“村里的公路每天有人打扫，小区有

人消毒，还有村里的广播天天教我们怎
么做，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得好。”颜桂兰
指着自己戴的口罩说。

“能买这么多肉的是‘土豪’啊！”
看着院子里挂的腊鱼腊肉，记者打趣
道。

“去年纯收入首次突破20万元，我
们买了一头猪过年。”颜桂兰开心地“炫
耀”。

是做什么生意呢？记者很好奇，一
个没有多少技术的农民能赚这么多钱。

“还不是逼出来的呗，有时坏事也变
成了好事。”颜桂兰笑着说，他们一直住
在长江边，为修复长江岸线、守护好一江
碧水，2018 年，他们主动搬离了长江外
滩的祖屋，也远离了赖以生存的砖厂，丈
夫陈万明给砖厂送货的活计也没了。正
当大家一筹莫展时，镇村干部上门支招：
村里的路修好了，村里的蔬菜远销各地，
可以搞货运。

说干就干。陈万明勤快肯干，生意
好的时候，一天可赚 1000 多元。可是
颜桂兰还是不满足。

怎么买这么多货车，不怕成本太大

了吗？记者被她的“贪心”打动。
“村里蔬菜质量好，经常供不应求，

现在有了资金，买了6辆货车，请了3个
司机。”颜桂兰快言快语，“也算是过了一
把老板瘾了！”

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幸福？记者被颜
桂兰的快乐感染。

“现在是很满足。以前还经常停水，
去年岳阳市长江补水工程建在镇里，为
我们‘解渴’了！”颜桂兰自豪地告诉记
者。

院门上大大的“福”字在阳光照耀
下，熠熠生辉……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黄利
飞）今天，A股迎来鼠年首个交易日。
受疫情等因素影响，A股三大股指大
幅低开，全天维持低位震荡。截至收
盘，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
分别下跌7.72%、8.45%、6.85%。

行业板块表现上，医药生物板块
“一枝独秀”，其他板块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跌。个股表现上，沪深两市仅有
160多只股票“飘红”，其中约80只股
票涨停。

湘股板块 106 只个股中，绝大多
数股票随大盘下跌，但九典制药和克
明面业表现亮眼。以医药产品研发
销售为主业的九典制药涨停收市，报

13.75 元/股；主营挂面生产经营的克
明面业，全天上涨幅度超过 6.5%，报
12.31元/股。

多家券商和机构认为，受疫情影
响，A股短线波动在所难免，但结合历
史经验，疫情对市场的影响都是短期
的，并不会改变中长期市场趋势，部
分公司出现回调或超跌还是长线布
局的较好时点。

值得注意的是，为维护疫情防控
特殊时期的市场稳定，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充裕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中
国人民银行今天开展了1.2万亿元人
民币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
以确保流动性充足供应。

湖南日报2月3日讯（记者 陈新）
2020 年是蓝天保卫战的收官之年。记
者今天从长沙市生态环境局获悉，今年
1月长沙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25天，
优良率达到 80.7%，综合指数全省排名
第8，较去年同期提升1位，主要污染物

浓度比去年同期大幅改善。
今年春节期间，长沙城区空气质量

全部为优良，特别是大年三十（1 月 24
日）空气质量为优（AQI为39）。“春节期
间，长沙气象条件较好，烟花鞭炮燃放也
大幅减少。”长沙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潘胜

强介绍，自2013年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新
标准实施以来，长沙历年大年三十和初
一均为严重污染或重度污染，多为烟花
鞭炮集中燃放影响造成。

据介绍，为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长
沙实施空气质量国控、省控监测站“点

长”制度，点长一般由全市15个国控、省
控站点所在区（县）的党委书记担任。

“点长”制的实施进一步压实了属地责
任。

今年长沙将探索建立城区空气质
量改善奖惩机制，按照环境空气质量

“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要求和“据实
统计，奖优罚劣”的原则，对各站点空气
质量优良率、PM2.5浓度等进行统计评
价，依据监测结果对属地政府实施奖
惩。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潘芳

2月2日，万顺叫车永州分公司双牌
运营中心潘顺森、黄良跃、许斌等8名爱
心的哥，共同捐款4000元，委托双牌县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订购口罩、食品及

其他生活用品，赠送给边远山区群众。
近日，为防控疫情，双牌县暂停县内

公交车、出租车、客运班车、客船营运。
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潘顺森等 8 名爱
心的哥主动向县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请
缨，成立爱心车队，随时听从调配安排，

免费接送疫情防控医护和执勤人员，义
务配送物资，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出力。

说到新年愿景，8名爱心的哥表示，希
望利用阿里巴巴正能量基金，争取社会爱
心人士参与，成立一个爱心基金，在2020

年至少资助5名家庭困难学生，并继续参
加高考接送以及县里组织的爱心活动。
还要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等困
难群众，用实际行动把爱心延续下去，带
动更多的人参加到公益事业中来。

8 名爱心的哥坚信，在党和政府坚
强领导下，通过大家同心协力，一定会打
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
战。

新 走基层 搬离祖屋后的幸福生活

今年春节，长沙城区空气质量为优良
今年1月全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80.7%

A股鼠年首个交易日大幅调整

医药生物板块表现亮眼

节后上班 第一天

要闻

永州爱心的哥：新年继续传递爱

2月3日，龙山县华塘街道象鼻社区，鸟儿在花间嬉戏觅食。立春临近，湘
西州到处鸟语花香，给人们带来了春天的活力。 曾祥辉 摄

春天到，花儿俏，鸟儿叫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世雄 刘帅东

2月3日一大早，郴州经开区机关
干部职工提前到岗，大家戴着口罩各
自忙碌着。“今年新春上班第一天是个
很特殊的开工日，早在春节开始时，为
了抗击疫情，很多同事返岗工作，还没
休息过。”郴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靳卫
告诉记者，经开区有工商贸等企业近
900 家，从业人员 5 万余人，是人口密
集地，防疫任务重,下一步的复工投产

也很重要，当前的工作重心就是“全力
防好疫情备复工”。

“目前的工作就是按原来的计划
有序推进。”靳卫与管委会几位有关负
责人商量一下工作后，就安排人员带
记者去园区所辖的项目产业园,了解防
疫及复工准备工作。来到郴州经开区
长冲创新创业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戴着口罩拿着测温器在门口执勤，园
区内穿着防护服的清洁工正用消毒水
喷洒在主要过道口上。

“产业园和企业都按严格的程序来

执行防疫。”凯程医药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企业为保障防疫物资供应，有几
十名员工在上班。同时，为防控疫情，
企业对留守上班人员、回乡员工做了全
面摸底排查，第一时间上报。每天上班
采取严格的卫生措施与消毒作业。

走进不远处的圣安娜食品企业，
车间里一派繁忙的生产场景，因生产
的需要，30 多名员工的防护及卫生措
施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目前,创新
创业园就2家企业复工。”郴州经开区
长冲创新创业园负责人段益侠告诉记

者，考虑到相关物资的供应，近期园区
还会有几家食品企业也会陆续开工。
园区在对进出人员进行严格防疫管理
的同时，也会为食品药品等企业复工
投产做好全方位服务。

记者还走访了解了经开区下辖的
石盖塘工业园及华润三九等企业的防
疫及复工情况，郴州经开区都采取了
严格措施，为防疫做好了各项服务。
几个小微企业主表示，小微企业抗风
险能力弱，园区实行严格的防疫措施，
也是为了让企业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全力防控疫情备复工
——郴州经开区新年上班第一天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