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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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艳）今天22时05分，在飞行
了近7个小时、6000多公里后，由阿
联 酋 迪 拜 起 飞 的 三 一 集 团 空 客
A319CJ 公务机，在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稳稳降落。该公务机上没有一名乘
客，满载的是4.2万套杜邦医用防护
服。

这是三一集团继1月30日从泰
国运回 5.5 万只口罩、2 月 4 日从南
非运回2.6万只N95口罩后，从海外
紧急送达长沙的又一批医疗物资。

针对当前口罩、防护服、护目镜
等疫情防控医疗物资紧缺的情况，
三一集团连日来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积极采购相关物资。

在三一集团中东大区，以大区
总经理王凤凯为首，全体员工在区
域内各国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1 月 30 日，三一集团阿联酋团
队“锁定”公司一家供货商手上的5
万套杜邦医用防护服。

2月1日，前往仓库验货并现场
抽检合格后，三一集团立即买下了
这批防护服。

按照常规民航空运流程和途
径，要将这5万套防护服运回国内，
需要等待较长时间。燃眉之“急”，三
一集团决定派出公务机飞往迪拜

“接”回这些防护服。
临时派出并不属于货机的公务

机，三一集团“快马加鞭”在相关部
门报备、审批、协调等，不间断与当
地空运货物代理公司、第三方物流
公司、地勤公司等相关方进行高频
次沟通。

北京时间2月4日22时许，4.2万
套防护服在迪拜顺利报关；23时30分，
240箱共计7.7吨防护服装机完成。

2 月 5 日 15 时 47 分，三一集团
公务机顺利起飞。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动情地说：“疫情当前，任

何人都会全力以赴的，所以三一人
会这么做。”

据悉，三一集团在阿联酋购买
的其他8000套防护服，将以最快速
度通过民航空运中转北京再运抵长
沙。相关物资落地后将捐赠给湖南
省红十字会。

专机！三一集团从迪拜运回
4.2万套医用防护服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向海林 胡琴

这两天，益阳、邵阳的许多医护人员，
穿上了从阿联酋“远道而来”的新防护服。

“这是自己落下泪水最多的日子，有焦
急、有痛心、有激动、有感动……”罗丽华疲
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从1月26日至
今，她一直是“身虽不出门，心在世界奔”。

1 月 26 日凌晨，口味王集团向武汉市
红十字基金会捐款 1000 万元。随后，集团
董事长郭志光给董事会秘书罗丽华发微
信：是否再弄些口罩、消毒液送到疫情防控
一线去？恰在此时，一位阿联酋的朋友告诉
罗丽华，可以在当地买到 N95 口罩、防护
服、护目镜。

“原以为不就是‘买买买’吗，没想到一
波三折。”罗丽华说。

疫情形势严峻，罗丽华与阿联酋的朋
友们在微信上组建“中防协作小分队群”，
临时加大采购量。阿联酋卫生部副部长曾
经到过口味王集团参观，欣然答应并全力
帮助罗丽华组织货源。

货源有了，如何运回国内？
先办理各种手续。在湖南省工商联、阿

联酋湖南商会、中国银行益阳分行的帮助
下，先后解决了境外捐赠资质、境外采购医
疗用品资质等问题。然而，有一笔转账在审

核后被拦截，合同约定付款时间已过，且国
外口罩价格成倍上涨，供应商想中断合作。
境外朋友临时筹集现金，在凌晨2点多将货
款交到供应商手上，用诚意打动了供应商，
成功保住了这批货物。

等待发货之时，阿联酋也发生了疫情。
由于部分采购物资属于国家战略储备物
资，为避免可能存在的扣押风险，小分队成
员立即租用当地仓库，雇佣 10 名当地工
人，加班加点，2天内完成了所有物资的包
装拆卸和分拣。

国际运力、舱位极其紧张，航空公司告
知这批货物需“排队”一周以上。与时间赛
跑的救援，决不能功亏一篑。口味王集团向
国家工信部、湖南省委省政府、海南省委省
政府、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南方航空公司等
发出紧急求助。

多方努力之下，采购物资最终通过南
航和阿联酋航空，全部运送回国。

2月3日9时许，此次口味王集团在阿
联酋采购的所有物资——逾 13 万只 N95
及医用口罩、近10万套防生化服、逾3000
副医用护目镜，全部成功抵达湖南邵阳、益
阳和海南万宁三地，经过检核后，直接分往
当地各大医院，为一线医护人员保驾护航。

“家人形容这是‘货在囧途’，但我们志
在必得。”罗丽华说。

在没有海外分支机构的情况下，湖南口味王集团千
方百计从阿联酋采购逾13万只N95及医用口罩、近10
万套防生化服、逾3000副医用护目镜等急需医疗物资，
目前全部运抵国内——

货在“ 途” 志在必得

湖南日报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胡雅萍

2月5日晚上，一辆从武汉返回的衡阳
牌照轿车行驶在许广高速，于2月6日凌晨
在衡阳蒸湘收费站驶出。

经过体温检测和消毒后，轿车开往衡
阳市区一家作为疫源地人员定点服务场所
的宾馆，车上人员将在宾馆接受14天医学
观察。

车上一共3名年轻小伙，都是衡阳人，
也是1月31日前往武汉支援武汉雷神山医
院建设的志愿者。

在电话中，记者甚至能听出他们的疲
惫——连续5天奋战在雷神山医院建设一
线，高负荷运转。

这一天，他们成功完成使命，胜利凯
旋！

在人人都想“逃离”武汉的时候，他们
曾毅然选择“逆行”，不惧艰险。

1 月 30 日，供职于衡阳市一家网络技
术服务公司的网络工程师刘文红，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紧
急招募网络工程师志愿者的信息，他当即
与同事朱巍、王辉沟通。

“雷神山医院建设临近尾声，那里紧缺
网络工程师，但没有报酬，我们去支援不？”

“好！明天就出发！”
没有过多考虑，3人一拍即合，即刻报

名。
他们的父母和家人却坚决反对：人家都

恨不得跑出来，你们还主动送上门去……

3 人中，一人是“80 后”，两人是“90
后”，正是意气风发、豪情万里之年。

他们耐心说服各自的父母和家人：雷
神山医院早一天竣工使用，就能早一天救
治病人。为了更多的病人能更早得到救治，
真想出一份力！

1月31日上午，3人驾车逆流北上，晚
上6时抵达武汉。

刘文红告诉记者，当晚他们来到雷神
山医院，被分到一个6人的援建组，负责网
络设备和医用呼叫设备安装及线路铺设。

“第一天，我们连续工作了 20 多个小
时。第二天开始，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刘文红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强度干过
活，虽然很累，但热血澎湃。

到了饭点，他们领取盒饭狼吞虎咽，稍
作休息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凌晨，躺
在工棚的铁皮床上“甜蜜”入梦。

四五天连轴转，他们6人小组一共铺设
了2万余米网线，安装了五六十套设备。每
天，汗水都浸润着衣服。刘文红说：“这几天
他们没有洗过澡，衣服发臭了，晚上就换上
来时带的衣服。”

虽然紧张辛苦，还得十分小心地保护
好自己，但他们更觉得无比光荣和自豪：只
有置身其中，才能更深刻感受到祖国的伟
大——万千建设者、志愿者井然有序，忙而
不乱，这就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

湘鄂一家亲，共筑中国梦。5天5夜，他
们从驰援武汉再到回归衡阳，一路爱心相
随。

衡阳3小伙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成功完成
任务凯旋。回想起在武汉的几天，他们说——

“虽然很累，但热血澎湃”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戴鹏）
2月4日16时15分，由英国湖南同
乡会会长、株洲市侨联海外顾问吴
莉莉采购的一批防疫物资，运抵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

疫情发生以来，吴莉莉立即联

合英国湖南同乡会、英国湖南商贸
总会、英国湘籍同学会等筹资，向
英国当地厂商采购口罩、防护服等
国内紧缺的医疗物资。

今天抵达的这批物资共有100件
医用防护服、100个N95口罩、4000个

医用外科口罩和1000个医用一次性手
套，将定点捐赠给株洲市中心医院。

此前的 2 月 1 日，吴莉莉捐赠
了34箱防疫物资，分发到省人民医
院、长沙县第一医院和常德等地医
院的疫情防控一线。

英国湖南同乡会捐赠物资运抵长沙

湖南日报 2 月 5 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杨昶）2月4日，湖
南建工集团向湖南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捐赠100万元，用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汇聚温暖，点亮希望。1 月 26

日，湖南建工集团党委面向所属各
单位发出疫情防控募捐倡议，短短
数日，集团 6000 余名党员群众参
与爱心募捐。

国企担当，使命必达。湖南建
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表

示：“作为省属国企，在全力以赴抓
好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尽己
所能奉献爱心是国有企业义不容辞
的社会责任；集团将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尽快组织复工复产，为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湖南建工集团向省青基会捐赠100万元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黄利飞）
今天，华菱集团向省红十字会、岳阳
市红十字会、湘潭市中心医院分别
捐赠了首批医疗物资。合计一次性
医用外科口罩8万只、KF94口罩逾
2.56万只、防护服5516套。

截至目前，华菱集团已在韩国、

泰国、印度、澳大利亚、科威特、西班
牙、黎巴嫩等国家和地区完成采购
口罩42.95万只、防护服2.5万件、手
套12.45万双、护目镜1.02万副。

华菱集团表示，在疫情防控紧
要关头，华菱集团一大批客户和合
作伙伴，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共同

“战疫”。如安赛乐米塔尔董事长拉
克什米·米塔尔，积极发挥安米遍
布全球的资源优势，帮助华菱集团
采购了大量医疗防护用品。

华菱集团将继续在全球采购
相关物资，并抓紧落实物流运输工
作，确保已购物资尽快运抵长沙。

华菱集团捐赠首批医疗物资

湖南日报2月5日讯（ 通讯员 陈红
记者 胡信松）2月5日，湖南省总工会委托
中建五局武汉雷神山医院临时党支部，为
中建五局援建将士们送去了医用口罩、消
毒药水、方便面、牛奶等防疫慰问物资，将
省总工会“娘家人”的温暖带给了奋战在防
疫一线的援建者们。

1月31日下午，由于项目工期紧、任务
重，中建三局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指挥部
向中建五局发来急件，请求人员支援。接到
援建任务后，中建五局迅速响应，发动三公
司、信和地产、安装公司、装饰公司、总承包
公司、土木公司等多家二级单位，先后派出

700余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驰援雷神山
医院建设。

中建五局援建党员组建多个临时党支
部，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带领全体职工和工友发扬“湘军”

“铁军”精神，在短时间内克服物流、场地、
食宿等种种困难，争分夺秒、通宵达旦地推
进项目建设。

截至 2 月 4 日 12 时，武汉雷神山医院
总体进度已完成 90%，武汉雷神山医院隔
离病房区完成总体工作量的85%，3005间
箱式板房吊装完成2901间，完成率96.5%。
医护生活区完成总工作量的95%。

中建五局助力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
派出700余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医院总体

进度完成90%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先志 方强 ）

“我代表蓝山县驻东莞企业联合
党委，向县里捐赠第一批抗疫物
资。”2月4日，在蓝山县县委大
楼，该县驻东莞企业联合党委向
该县捐赠防疫物资。

因防疫任务越来越重，防
疫一线物资极度紧缺。2 月 2
日，蓝山县委组织部下发倡议
书，倡议全县各党组织、广大党
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募捐口罩、
防护服、消毒用品、隔离衣等疫
情防控物资。蓝山驻东莞企业
联合党委立即响应，并联合驻
粤团工委发动在莞流动党员捐
赠防疫物资，支援家乡抗击疫
情。通过两天紧急筹集，目前第
一批物资 2.4 万个口罩、20 个
电子温度计、600副橡胶手套、
防护服及3吨消毒液等医疗物
资已陆续到达。截至目前，该县
在广东的16个流动党组织300
多名流动党员，共捐献口罩
5.25万个，消毒药水6.04吨，其
他物资800多件。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2月3日上午10时，一台物流大
货车停靠在位于衡阳县城的湖
南角山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的仓
库旁，工人们正在打包装车，把
粮食发往武汉。

记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
到，4条生产线轰隆隆地开足马
力生产大米，只见粒粒米细细
长长，晶莹雪白，逗人喜爱。公
司董事长任志成说，这种有机
生态硒米是角山米业主打的高
端产品，营养价值高，通过统一
包装后，将免费向援助武汉的
衡阳医疗队和抗击疫情的衡阳
定点收治医院捐赠2万袋，价值
120万元。

据介绍，受疫情影响，湖南
角山米业从1月28日复工生产。
企业在严密防控疫情的同时，组
织员工加班加点生产。日生产量
由原来的300吨增至700吨，及
时援助武汉和供应衡阳市场。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郭瑞翔）今晨7时25分，
由步步高集团在德国采购的120万
元医疗物资搭载CZ323航班由法兰
克福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这是
步步高集团从海外购置的第一批医
疗物资。

据了解，这批医疗物资总价
120万元，包括口罩43200个，防护

服 8800 件，手套 31500 双。这批物
资被直接运往步步高云通物流，随
后捐赠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潭
市中心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等。

“步步高利用在海外的资源和
渠道，进行了多批次的医疗物资的
采购，所购得的第一批医疗物资全
部捐赠给医院。”步步高集团总裁陈

志强表示，还会陆续有更多的采购，
捐赠给有需求的医疗机构。

在本次捐赠物资的接收过程
中，长沙机场货运开辟绿色通道，优
先保障救援物资提取，湖南浩通国
际代理有限公司也在疫情期间为所
有捐赠企业免费办理通关手续，使
得首批医疗防护物资到达后能及
时、迅速送至各医疗机构。

步步高海外采购防护物资
首批德国采购的120万元物资已全部捐赠医疗机构

湖南日报 2 月 5 日讯（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尹蓓蓓）国内疫情
牵动着海外华人的心，长沙成为海外
捐赠物资进入湖北省的一大中转站。
截至2月3日24时，由浩通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组建的“抗疫援鄂”志
愿团队共接受来自美国、加拿大、德
国、南非等42个国家和地区捐赠的
物资，正在陆续中转至湖北疫区。

为保证海外捐赠物资能在最
短时间内抵达湖北，志愿团队与海
外志愿团队合作落实物资运输航
班，长沙黄花机场对捐赠物资开放
绿色通道，湖南空港实业公司给予
免收长沙机场的地面操作费以及
快速受理提货手续办理，德邦快递
为爱心物资提供免费运输服务，最
终顺利将捐赠物资送至湖北。

包括海外捐赠物资订单，“抗
疫援鄂”志愿团队还为北京、广州、
重庆等28个城市，以及湖南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一重工、步
步高集团等100余家企业及个人捐
赠物资提供进口清关及运输流程相
关事宜咨询共计265单。累计接受清
关操作业务66单，已放行提货200
余万只口罩等一大批防疫物资。

长沙助力海外物资送达湖北
为42个国家和地区的捐赠物资提供中转服务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沙兆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省律师行业党委向全省
律师事务所和全体律师发出
捐款捐物和开展抗疫公益服
务的号召。截至 2 月 4 日 17
时 ，全 省 律 师 行 业 捐 款 达
250.97余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约50万元。

省律师行业党委专门成
立了疫情防控法律咨询服务
工作组，积极主动做好有关疫
情防控的法律咨询服务，并推
出抗疫期间劳动法律问题、医
疗法律问题、其他法律问题专
业解答，为群众释疑解惑。同
时，全省广大律师也积极发挥
职业优势和职能作用，开展疫
情防控法律知识宣传、法律服
务、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等工
作，为党委政府提供优质的法
律服务和坚强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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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5 日
晚，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三
一集团用公务
机从阿联酋运
回4.2万套医用
防护服。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2月5日讯（记者 徐荣 曾佰龙
通讯员 钟翔）2月2日深夜，欧广的电话响
了，是中建五局公司的人打来的：“时间紧
迫，4小时后，请你们安排人在中建五局总
部门口集合，做不做得到？”原来他们已抵
达武汉火神山，需要援兵。

“保证准时赶到！”湖南佳新景公司负责人
欧广接到增援水电安装工的任务后，立即组织
增援队伍。考虑到现场工作环境的特殊性，按
照5年以上工作经验要求，挑选技术过硬、能
吃苦、讲奉献、肯担当的年轻人，很快组建了一
支年轻水电工程师队伍，驰援武汉火神山。

时间仓促，这支队伍中，有的来不及给
父母打电话，有的来不及唤醒熟睡的妻儿，
有的连行装都来不及整理，把宝贵的时间用
在了专业工具的配备上。3日凌晨3时，所有
人踏上征程。3日15时，经过长途跋涉，这支
水电工程师队抵达武汉市火神山，现场管理
人员安排基本作业面。4日7时，大家开始工
作，安装火神山医院内的水电系统、门禁、网
络、监控等。水电安装工肖红亮说：“今天将
工作到 22 时，可能搞通宵。在这个特殊时
期，本次任务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做安全
一流、质量一流、速度一流的精品工程。”

凌晨3时踏上征程

湘潭水电工程师驰援火神山

湖南日报 2 月 5 日讯（记者
欧阳倩 通讯员 张文香）记者昨天
获悉，为支持疫情防控，长沙雨花经
开区 4 家企业共捐款捐物 1500 余
万元。

其中，湖南可孚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捐赠价值400万元的医疗

物资，包括医用口罩、乳胶手套、医
用酒精、医用制氧机等；比亚迪海外
分公司发挥其驻地便利优势，协调
国外资源，采购价值 100 万元的
N95口罩赠送给医院，并向湖北省
慈善总会捐赠1000万元。

国内挂面行业龙头企业——克

明面业捐赠 1000 箱方便面和 550
箱乌冬面，送到武汉8家前线医院；
湖南世东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荣
国与员工一起，紧急联系旗下竹海
堂大药房各门店，搜罗到 2000 多
个口罩，捐赠给仙姑岭社区，解了社
区燃眉之急。

雨花经开区4企业捐款捐物1500余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