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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 2月 10 日讯（记者 曹
娴 通讯员 胡清）今天上午，在铁建重
工长沙第一产业园内，工人们忙着给一
台土压平衡盾构机打包、装车，将它发
运往土耳其参与当地隧道工程施工。

这台盾构机开挖直径5.36米、总长
110米，参建的隧道全长 9000米，需穿
越玄武岩、英安岩等极硬岩层。为满足

极硬地层开挖，刀盘采用高强度五辐板
结构，刀盘由 6 台 160 千瓦变频电机驱
动，可以满足足够大的扭矩储备及高速
刀盘转速要求。整机通过CE认证，满足
欧洲出口标准。

春节前，该设备已经完成工厂验收
和部分拆机工作。由于工程项目急需，2
月 6日开始，班组部分工人在做好防疫

保护的前提下，有序复工，展开设备打
包、装箱、防护、发运工作。

“今天起逐步复工了，优先保障海
外项目和紧急项目复工，后续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分阶段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铁建重工掘进机总厂副总经理
孙强介绍，班组人员到岗后，严格执
行 防 疫 防 控 要 求 ，一 天 两 次 监 测 体

温，及时配发防疫物资，24 小时监督
员工身体状况，对生产区域进行一天
两次消毒。

保证员工健康安全是复工复产的
前提，铁建重工在防疫物资采购、办公
生产区域定时消杀、返岗人员管控、员
工错峰用餐等方面全部做到位，确保疫
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不误。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黄利
飞）宽敞明亮的车间，员工各司其职，酸
洗和冷连轧、混合连续退火、连续镀锌
等生产线正在忙碌有序生产。记者今天
走进华菱安塞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
司（简称 VAMA）生产车间，看见了与
往常一样的火热生产场景。

据了解，今年1月以来，VAMA全体
员工攻坚克难、团结协作，克服了产品外
发、原辅材料保供物流影响等不利因素，
1月产量、利润等指标都超额完成月度目
标，为全年各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要求，VAMA 全力以赴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生产保供攻坚战。”

VAMA 办公室主任桂凌峰告诉记者，
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先后多次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并
制订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确保在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公司生产经营有序运行。

公司早早地组织采购了一批口罩、
消毒液、非接触式体温计、药品等疫情防

护物资，自1月21日起就向全公司员工发
送了《关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安全提
示》，还建立了防控疫情领导工作小组，扎
实推进防护、宣传教育等具体举措。

为了给员工们提供安全的办公环
境、用餐环境及乘车环境，公司组织每
日对各个区域进行全面消毒杀菌，除通
勤车、办公室、休息室、会议室、操作室、
卫生间等常规区域外，甚至还将垃圾
桶、门把扶手等纳入消毒杀菌范围。每
天两次的消毒，需记录具体消毒时间，
全员共同监督执行。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邓晶
琎）火电厂耗用电煤多少？天然气供应
量多少？全省的用电、用煤、用气等能
源信息全都实时显示在电脑屏幕上。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省能源大
数据中心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有效调
度全省能源供给，为全省能源保障提
供了信息支撑。

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平台依托省能
源规划研究中心建设，利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深入分析全省能
源、经济、气象等海量数据，通过建模
为未来10至15天的全省电力、天然气
需求“画像”，为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部
门准确预判全省能源供需形势提供支

持，助力能源供应保障。
今年春节以来，该平台灵活应用

线上办公、视频会议开展数据审核、更
新等，确保数据可靠准确及时，日入库
数据千余条，高效提供全省煤、电、油、
气日度运行数据。据了解，目前全省能
源供应总体平稳，电煤库存充足、管道
天然气气源稳定，能够满足近期疫情
防控、民生保障及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省能源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屹立
介绍，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可为能源运
行工作提供精准数据服务，对全省复
工复产后的能源需求、储备情况、资源
分布、供应能力等进行科学预测，配合
政府部门做好预报预警。

湖南日报 2月 10 日讯（记者 金
慧 通讯员 喻文辉 吴慧）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发改委获悉，全市蔬菜、粮食、
肉食等生活物资市场供应充足，市民
可放心。

蔬菜方面，海吉星、红星、大河西
三大批发市场，9日起货源组织已恢复
到春节前 1.4万吨的供应水平，供应充
足。粮食方面，目前全市各级储备量和
商品粮库存充足，全市稻米总库存 77
万吨、食用油总库存接近 7 万吨，粮油
库存和加工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全市供
应需要。肉食方面，目前全市储备活猪
1.8 万头，市级冻肉储备 3000 多吨，各
冷链企业储备冻肉 16 万吨，猪肉市场

供应充足，价格保持企稳态势。
此外，口罩等防护物资方面，长沙

市通过派专人驻厂服务、协调调度扩
大产能、安排医药公司对接市场、寻求
海外市场支持、积极向上争取资源等
保供措施，努力缓解资源紧张局面。

自疫情出现以来，长沙市防控新
冠肺炎疫情指挥部专门设立了物资
保障组，对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进行监
测和市场库存、需求监测每日一报，
密切关注市场供应情况，跟踪调度物
资保障。同时,加大市场供应力度，多
渠道调运物资，督促经营户及时补
货，严查哄抬物价，千方百计满足群
众需求。

相关企业全力保供

省会粮食肉菜供应充足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今年的立春，最有春的样子，阳光
追随而至，竟然有些微热，是近几年里
最暖和的一个立春。

立春后一日，又下了一整晚的雨，雨
水绵长有力道，有春雨的样子，情绪饱满。

因为众所周知的疫病，人们自觉地
拘束在室内。而与疫病有关的春天，依
旧是春天。此刻山林，处处都有春的信
息，动物和植物都有些按捺不住。

一声又一声，珠颈斑鸠的鸣叫过于
热切，它似乎过早地接收到了春意，急
切地开始求偶。白颊噪鹛在灌木丛里觅
食，细细的爪子扒拉着铺在地上的松针
与樟叶，窸窣作响。

梅花早几天还是一粒粒紧裹着的
小苞，暖风一吹，就噼噼啪啪地绽放于

铁青的枝条上。茶花大朵大朵，不遗余
力，仿佛有无法释放的热情。含笑微吐
心事，檫木仍在静静等候。白玉兰光秃
秃的枝头，有毛茸茸的白色火炬，即将
奋力燃烧。

香樟树从冬天开始的时候起，就在无
休无止地落它的黑色果实，总也落不完。
冬青艳丽的红色果实也在摇落，成熟的果
实有着宝石般的光彩。等果实落尽时，真
正的春天就到了，香樟也该换新叶了。

野地里到处都是深绿浅绿，附地
菜、繁缕和拉拉藤争相冒头，荠菜到了
最好食用的时候，鲜嫩，清新，一如春天
本身。池塘水满了，早醒的青蛙已经开
始活动。唯有水边的柳树还很冷静，枝
头枯索，毫不为春意所动。

不管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自然依
旧安稳地进行着季节更替，不紧不慢。
在残冬之上，长风浩荡，草木舒张，传递
着温暖与信心。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就像诗人
说的：“万物生机勃勃，我遂能生机勃勃。”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夏四亮 殷滋

2月 10日，株洲市已恢复 9条公交
线路营运。

“把好 3 道关，大家可以放心坐公
交！”2 月 10 日早上，株洲火车站 T60
路公交车始发站，株洲市公交发展公司
副总经理袁福德对乘客说。

第1道关：发车前彻底消毒
2 月 10 日 5 时 30 分许，T60 路公

交车驾驶员汤要战提前来到公交车场，
赶在6时准点发出第一趟车。

汤要战打开车门，一股消毒液味道
扑面而来。大概20分钟前，工作人员对
车辆进行了严格消毒。

“座位、扶手、吊环、垃圾箱等乘客
容易接触的部位，都进行了消毒。”一旁
的袁福德说，为确保乘客安全，公司要
求车辆每晚入库必须进行夜间消毒，次
日发车前再进行一次彻底消毒。

第2道关：体温异常劝导下车
发车前，汤要战的同事李丹也上了

车。李丹原本也是 T60 路驾驶员，但他
今天不是司机，而是随车监测员。他戴

好口罩和“疫情联防联控”袖章，手持测
温枪。T60路连接株洲火车站与株洲武
广西站，乘客多，防控责任大。

3 名乘客排队候车，李丹举着测温
枪，对着每人额头测量体温，“体温在
37.2 摄氏度至 38 摄氏度的乘客，劝导
不让上车。如果超过38摄氏度，第一时
间向疾控部门报备。”

乘客无一异常。6 时整，T60 路向
株洲武广西站缓缓驶去。

沿路，不断有乘客上来，李丹一一
测量体温。一路上，车内没开空调，打开
车窗保持通风。有乘客觉得冷，试图把
车窗关上，被李丹制止：“冷点不要紧，
不能让病毒留在车厢里。”

第3道关：到站后再次消毒
6时40分许，T60路稳稳开到株洲

武广西站。
乘客下车后，汤要战将车开到株洲

武广西站公交站场。早已等候在此的工
作人员“全副武装”，上前对汤要战和李
丹进行喷洒消毒。

两人接受完消毒，转身到站务室洗手。
同时，工作人员又一次对公交车仔细消毒。

稍作休整，汤要战、李丹戴好口罩，
再次登车、检查、启动，驶向来时的路。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符鹰）为避免人群聚集、病
毒扩散，大多数商场选择了在春节假
期里暂时歇业。虽然没有开门，生意却
一样在做，长沙大部分购物中心尝试
进行了“云销售”，通过小程序直播、到
家业务或者借助美团、饿了么、京东到
家等生活服务平台进行线上下单和销
售，实现无接触式购物。

“因为商场不营业，很多宅在家的
顾客会来光顾我们的直播间。”2 月 9
日，长沙阿波罗商业广场SUKI集成店
导购小喜介绍，在 7 日的一场直播中，
40分钟就涌入了超过2000名顾客。依
托微信小程序“友阿购”，友阿集团推
行全员线上化。许多品牌每天的直播
时长超过3小时，消费者宅在家中就能

轻松购买到各种类型的商品，这些商
品均由友阿集团旗下就近门店负责发
货和售后服务。

对实体零售企业而言，尝试新的
销售策略，也成为探索更多触达消费
者方式的一次良机。友阿集团董事长
胡子敬介绍，友阿购已实现商品上架、
商品展示、销售、支付、物流、结算、客
服等一整套购物功能，该集团旗下所
有门店均已上线，让商品通过小程序
走进顾客家中，真正实现“店里没人，
生意不减”。疫情期间，用户在线时长
显著增加，主播们有更多机会与消费
者互动。来自友阿集团的统计数据显
示，友阿多个不同类目品牌直播间的
访问人数及成交金额在1月30日前后
明显上升。

“无接触购物”走红防疫期
友阿集团各门店全员“直播带货”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高尚 于佳乐）今天，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西北站坪扩建项目复工
建设，计划于今年上半年完成施工。届
时，长沙机场将新增 6 个 C 类停机位，
有效缓解停机位紧张局面。

项目现场，40 余名施工人员在经
过严格的体温监测后进入场地，开始
土石方运输等施工。湖南机场建设指

挥部已提前一天对参建各单位进行了
人员信息摸底登记和复工前安全检
查。项目部为施工场地和人员配齐了
疫情防控用品。

项目部介绍，目前全体员工均已
到位，各参建单位将在全力做好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加强组织协调，抢抓有
利天气加快土石方施工，确保工程于
今年6月完工。

长沙机场西北站坪扩建工程复工建设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通讯员 刘
新昌 记者 彭雅惠）今天，五凌电力发
布消息称，自 1月 24日至今，累计共发
电 9.64亿千瓦时，日均发电超 6000万
千瓦时，为全省疫情防控期间电力充
足供应增添保障。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假期湖南
电网用电量同比明显增长。五凌电力
是我省最大规模清洁电能供应商，从
除夕开始，五凌电力数十个电厂和场
站全力发电，近千名工作人员坚守保
发电一线。

五凌电力贡献近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

大数据精准助力能源保障
可预判未来10至15天全省用电用气需求复工首日，铁建重工盾构机发运土耳其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和生产保供攻坚战

VAMA1月产量利润超额完成目标

从开始研制到定型生产仅用7天

湖南产3D打印护目镜驰援一线
湖南日报 2月 10 日讯（记者 熊

远帆 孟姣燕 通讯员 黄姿）今天，位
于长沙经开区的湖南云箭集团有限
公司增材制造研究应用中心内，30 台
3D 打印机一刻不停，加紧打印医用护
目镜。当天，首批 500 套 FDM-Ⅰ型医

用护目镜发往怀化和长沙，驰援抗疫
一线。

随着疫情蔓延，武汉、长沙等地各
大疫情定点医院医用口罩、护目镜、防
护服等物资告急，一线医务人员生命健
康受到严重威胁。湖南云箭决定利用自

身成熟的 3D 打印技术和军工资源，应
急研制生产医用护目镜，支援抗击疫情
前线。自1月31日晚 11时决定研制、生
产医用护目镜产品起，具体负责项目
落地的增材制造研究应用中心就组建
起攻关队，进入“不眠不休”的研发设

计状态。
2 月 1 日晚 9 时，第一件样品制作

完成。为了确保研发生产的产品满足国
家对医疗器械的相关要求，团队用时近
7天，一边学习消化国家标准，一边优化
设计、反复试验，最终完成了第一型产
品的设计定型。为了能尽快驰援抗疫一
线，项目组成员马不停蹄同步推进资质
办理、原材料采购、后勤保障等相关工
作，第一时间通过长沙市市场监督局备
案准入。

湖湘湖湘自然笔记

与疫病有关的春天

把好3道关，放心坐公交

漫画/吴希

湖南日报2月10日讯（记者 熊远
帆）进入臭氧消毒舱，抖动衣裤半分钟，
密闭空间内同时释放出浓度为 20 至
40ppm 的臭氧，杀灭附着在人衣物上
的病菌、病毒。今天下午，位于长沙经开
区的远大集团，员工需要经过这道消毒
程序后，才能进入办公区域。

这套臭氧消毒舱在全国属于首创。
“国家P3实验室”主任李泽琳教授主持
了利用臭氧进行灭活 SARS 病毒的实
验，实验中对绿猴肾细胞接种的 SARS
病毒综合灭活率为 99.22%。臭氧对很
多病毒、细菌的消灭都十分迅速，因此
也被迅速推广到远大集团的防疫工作

中来。
2 月 10 日，远大集团全球 3500 名

员工中有80%的员工全面复工，公司特
赶制当下急需的静电及臭氧灭病毒产
品。远大城内，记者看到生产静电空气
净化机、移动肺保的空气装配车间内，
大约 200 名左右的工人正在紧张投入

生产。疫情发生以来，远大城空气公司
数百名员工坚守在生产一线，他们放弃
了休假，采取两班倒的形式，加班加点
赶制医院和医护人员急需的静电空气
净化机、移动肺保产品。

远大科技集团空气公司空气厂厂
长夏军介绍，这些产品一出厂，就被运
往一线。目前，远大集团已向火神山、雷
神山等湖北多家医院，长沙、天津、重庆、
南京等30多家定点救治医院无偿支援
近500台静电空气净化机、移动肺保。

远大集团：臭氧消毒舱助力防疫复工
开工首日 产品畅销

2月10日上午，中联重科全面开工，泉塘工业园和汉寿工业园共40多台汽车
起重机发往南方市场。这是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春节后发出的首批产品。
图为中联重科泉塘工业园发车仪式。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田甜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