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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易禹琳

2 月 13 日，记者从湖南省中医药
管理局获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硬仗中，湖南中医药再次发挥了威力。
截至 2 月 12 日 24 时，全省总计确诊
968 例，中医药参与救治 915 例，占
94.52%；出院312例，其中286例采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中西结合治疗率
91.67%；在院656例，中医药参与治疗
629 例 ，症 状 改 善 共 453 例 ，占
72.02%；中医参与后“治愈+症状改
善”共739人，占参与治疗确诊病例总
数的80.77%。

数据证明，湖南中医战“疫”，确实
有一套。

专家组3次开方，开工
复工企业免费发放

2 月 13 日，在长沙市开福区上班
的李先生惊喜地在公司大堂里喝到了
煎煮的预防用中药。为更好地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部
署，从2月12日开始，由全省109家定
点中医医疗机构向所有开工复工企业
免费发放预防用中药。而药方是由国
医大师刘祖贻等11位医学、药学专家
经过反复分析论证形成的预防新冠肺

炎的2号药方。
早在1月21日，湖南省就成立了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1 月 22
日，由国医大师熊继柏等 19 位专家
研究，针对体虚的易感人群及包括
一线医务人员和有接触史的高危人
群开出了预防药方，针对患者 4 种不
同症状开出了治疗药方。1 月 27 日，
专家组又再次会商，针对体质壮实、
但需要密切接触患者的高危人群新
增了用以“辛凉御邪，清肺解毒”的
中药预防药处方，为战“疫”最前线
的“战士”再加一套防护衣。1 月 31
日前，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第二附
属医院、衡阳市中医医院、株洲市中
医伤科医院等医院向医疗、交通、公
安、社区一线人员免费发放预防中
药汤剂 30 万份。

2 月 7 日，企业全面复工之际，为
给全省老百姓再添一道防疫屏障，湖
南中医药专家又连夜攻关，分析了 14
个省开出的46个防疫预防药方，又结
合了湖南地理、气候和用药习惯，吸取
湖南中医药参与治疗确诊患者的经
验，开出了两个预防用处方，供全省机
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中小学预
防使用。2月10日，省中医药管理局公
布推广，2 月 11 日又部署向全省开工
复工企业免费发放。

中西医结合早，一人一策
专家会诊

2月12日，从长沙市公共卫生救治
中心（长沙市第一医院北院）传来好消
息：已治愈出院 56 例(含 10 例重型病
例)，治愈率可观，实现了患者“零死亡”、
医务人员“零感染”的目标。隔离病房负
责人周志国主任医师认为，最重要的一
条经验是实施了中西医结合救治。

1 月 30 日，郴州市首例确诊患者
治愈出院，从确诊到出院仅 7天时间，
郴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介绍，中医药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伟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呼吸科的医生。1月31日，作为省中医
药管理征集的首批中医药诊疗志愿者之
一，他第一个入驻了长沙市公共卫生救
治中心。至2月10日，王伟已问诊了100
多例患者，并进行了病情反馈、疗效观
察、病情发展追踪。他每天还需把所有问
诊情况，包括患者的舌像都发给专家组，
他们会诊后，一人一策开出药方。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
长游柏稳是新冠肺炎湖南省中医医疗救
治专家组的副组长。他告诉记者，1月22
日，18名中医专家就随省级医疗救治专
家组下沉到了全省14个市州，各市州也
将本地区中医药专家纳入本地专家组

中，积极参与诊疗。为使所有患者都能及
时得到专家会诊，游柏稳在省级抗疫专
家组组长陈新宇教授的指导下，结合国
医大师熊继柏教授的问诊经验，组织医
务及信息部门设计了一套为省级中医专
家会诊团队量身打造的“新型冠状肺炎
问诊表”。隔离区内的医护人员在线实时
填写患者情况，上传舌像等关键问诊影
像资料，专家会诊团队利用手机APP或
电话终端就可进行会诊指导，并形成结
果统计分析及病患记录留存。因此，远在
武汉、黄冈的几名危重型患者也得到了
湖南中医专家的救治指导。

确保患者第一时间用上中药，特别是
对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积极运用中西医
结合方法开展救治。随着疫情的发展，湖
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随时组织专家修订中
医药诊疗方案。2月3日下发了《湖南省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

（试行第三版）》，将疫病分为初热期、重症
期、危重期、恢复期4期，根据各期不同临
床表现分为9种类型辨证施药。2月5日，
组织召开了省、市、县三级中医诊疗专家
500余人参加的第三版视频培训会。

2 月 10 日，湖南省 7 家中医医院
的40名医务人员，共同组成第三批援
助湖北国家中医医疗队，启程前往武
汉方舱医院。中医战“疫”的湖南经验，
有望在湖北发挥更大作用。

湖南日报 2月 13 日讯（通讯员
刘思佳 肖正湖 记者 龙文泱）捐赠药
物、研制预防药茶饮……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湖南传统医药积极战

“疫”。
九芝堂传统中药文化是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九芝堂”是湖南传统

医药非遗“老字号”。1月27日，九芝堂
向钟南山医学基金会捐赠了价值 60
余万元药品，包括斯奇康注射液，抗呼
吸道、消化道感染用药裸花紫珠片及
安宫牛黄丸等。目前，首批14288盒捐
赠药品已抵达广东部分三甲医院。此
外，九芝堂向各生产基地发出紧急动

员令，全力保障药品物资的生产供应；
开通疫病药品供应绿色通道，紧急发
往急需药品的地区。同时，严禁各经销
商囤货和哄抬价格，确保药品不涨价、
不断货。九芝堂各连锁药店面向周边
居民开展抗防疫情科普宣传，提供健
康咨询、用药指导，免费提供抗病毒

茶，指定门店 24 小时营业，定时免费
发放口罩。

1 月 31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吉首市苗父
堂苗医院自筹资金，组织人员，针对预
防新冠肺炎改良出一款苗药茶饮，经
吉首市疾控中心认证后，开展免费送
药上门活动。传习所每天为基层社区、
高速公路，州、市疾控中心，州、市卫健
委等防疫一线单位免费送出约500公
斤药茶。

传统医药“老字号”助力战“疫”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徐珊

在目前口罩比较匮乏的情况下，
如何科学合理使用口罩？怎样科学佩
戴，既能延长口罩的使用寿命，又能安
全有效地守护自身健康呢？2月12日，
记者采访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医务
部院感科负责人陈碧英。

陈碧英建议，市民如果没有和外
人密切接触，独处或是一家人宅在家

中时，可以不佩戴口罩。如果出入人员
密集的公共场所，比如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乘坐电梯，超市购物，封闭办
公，到普通医疗机构（除发热门诊）就
诊的患者，可以选择佩戴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对于疑似病例、公共场所
服务人员等在岗期间建议佩戴医用
外科口罩，现场调查、采样和检测人
员推荐使用 KN95/N95 及以上颗粒
物防护口罩。发热门诊、隔离病房医

护人员及确诊患者转移时推荐佩戴
医用防护口罩。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
面对特殊人群的时候，建议 4 个小时
换一次口罩。对于普通市民，不建议更
换这么频繁。

那么使用过的口罩怎么保存呢？
陈碧英介绍说：“我们一般要取口罩的
绳带，取下来后保护好口罩的内面，将
口罩置于洁净干燥的通风环境下自然
晾干，还可以重复使用。但如果口罩出

现损坏，密封性变差或呼吸阻力增大
时，则必须更换。此外，一次性医用口
罩是不建议清洗的，清洗后它的防护
能力降低了，达不到有效的阻隔作
用。”

陈碧英表示，医用酒精确实对新
冠肺炎病毒有杀灭作用，但是酒精含量
为75%，有一定的含水量。当喷在口罩
上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它的湿
度，打开了病毒传播的通道。如果确实
担心受污染了，建议更换口罩。

陈碧英还提醒，普通市民佩戴一
次性医用口罩就足以防护，不要抢购
囤积 N95 口罩，应该将 N95 口罩留给
最需要的一线医务人员。

理性防护 合理使用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专家谈正确使用口罩

打好疫情防控主动战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孟姣
燕）受疫情冲击，大量游客退单给旅行
社造成经营困难。省文化和旅游厅日
前部署各市州文旅广（体）局做好旅行
社旅游质量保证金暂退工作。目前，湖
南多地已启动相关工作，以解旅行社
燃眉之急。

2月11日起，株洲市开始实施暂退
旅游质量保证金工作，株洲市旅行社在
存质保金总额1870.5万元，参照政策可
拟暂退1496.4万元。湘潭市预计将退返

旅游质量保证金约900万元，所有退款
将于3月10日前完成。衡阳市计划暂退
旅行社旅游质量保证金1000万元以上。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 2 月 5 日下
发《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暂退部
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支持旅行社应
对经营困难的通知》，决定向旅行社暂
退部分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范
围为全国所有已依法交纳保证金、领
取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旅行社，
暂退标准为现有交纳数额的80%。

我省多地启动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暂退工作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陈淦
璋）记者今天从建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心系医护人员等“最美逆行者”、
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企业，积极主动开
展金融与非金融服务，为抗疫一线解
除后顾之忧。

湖南建行联合建信人寿，免费为
我省赴湖北支援疫情防控的医护人
员，提供每人保额100万元的人身保险
和每天 300 元的意外感染新冠肺炎住
院补助。据不完全统计，该行已为全省
39家医疗机构、455名赴鄂医护人员免
费办理人身保险，保额达 4.55亿元。同
时，该行为省内 1.6万名防疫一线医护
人员提供每人10万元至100万元不等
的人身保险，保额约70亿元。

湖南建行还启动了针对性金融服
务方案，包括：对我省赴鄂支援医护人
员，个人贷款、信用卡逾期不计入违
约；主动对接省卫健委，梳理出参与抗
疫一线人员名单，加入不催收“白名
单”；统一进行账户宽限期和催收参数
的修改设置，批量进行延期还款处理。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企业，湖南
建行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主动采取

“延、展、转”等措施纾困解难。目前，该行
已为236户小微企业办理贷款延期，涉
及金额4.66亿元；投放贷款近4亿元，支
持330余户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为400
余户小微企业减费降息0.5%，涉及贷款
金额4.5亿元。同时，为全省近1.8万个人
客户办理贷款延期，金额达54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你好，今天有案件需要报送你院。”
2月5日9时，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工
作人员将一件申请逮捕售卖问题口罩的
涉案嫌疑人案卷，送达雨花区检察院。检
察院案管大厅值班人员穿戴好防护口
罩、手套后，审查、受理、制作电子卷等各
项工作开始有序进行。案卷办理实现了
当日受案、当日转给办案部门办理。

雨花区的例子是我省检察机关应
对当前防疫形势做好检察案件办理的
一个缩影。疫情防控期间，省检察院先
后发布了《关于全省检察机关当前八项
工作重点的通知》《关于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全

省检察机关坚持防疫和办案同步进行，
提前介入各类涉疫案件办理，依法从严
从快处置。同时，充分利用“智慧检务”
办理诉讼业务，尽量做到诉讼事项“家
里办”“掌上办”；确需要到现场的，严格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工作人员佩戴
口罩、公共场所通风、消毒等防护措施。

2 月 3 日，新化县公安局在县枫林
办事处高速路口查获一起涉嫌销售“三
无”口罩案，现场抓获1名涉案嫌疑人，
扣押口罩 90 余万只。娄底市两级检察
机关获悉后，组织精干力量提前介入，
新化县检察院检察长李佳林第一时间
赶往现场了解案情，跟进指导调查取
证。目前，该院正在督促公安机关早日
将其他涉案人员抓获归案，将已销售但
尚未使用的“三无”口罩追回销毁。

“对于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
利、暴力伤医等涉疫案件，我们第一时
间与公安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沟
通，提前介入，指导侦查取证。案件移交
后，我们努力做到当日来案、当日转到
办理部门、当日开始办理。”李佳林说。

在郴州市苏仙区检察院检察官刘
敏慧看来，越是防疫期间，越要提高办
案效率，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维护好社会稳定。

2 月 6 日上午，刘敏慧通过网络多
方视频方式组织庭审，对一起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进行网络办理，被告人
表示认罪认罚当即签下了认罪具结书。
据介绍，2月3日以来，苏仙区检察院严
格按照法定期限审理案件，办案过程以
案卷书面审查为主，尽量不采取当面接

触方式进行询问讯问等工作，审查逮捕
3件6人，审查起诉5件6人。

“我是刘某某的辩护人，现在可以
去检察院阅卷吗？”“您可以在12309中
国检察网进行网上阅卷申请和身份认
证，我们可为您邮寄电子卷宗光盘。”
2 月 7 日，株洲市石峰区检察院受理了
一起律师调阅案卷申请，仅用10分钟，
就将电子案卷送到了申请律师手中。

检察机关服务窗口人员聚集，疫情
传播风险大，如何既能方便群众办事，
又避免交叉传染？对此，石峰区检察院
加强诉讼工作在线力量，实行全程“网
上办”。该院创建了律师办事接待 QQ
群、微信群，律师可以加入群聊，优先通
过提交扫描件、邮寄、登录 12309 中国
检察网或拨打 12309 检察服务热线等
非接触方式进行联系，及时有效地反映
诉求、了解案件进展、递交材料。同时该
院加强异地阅卷工作，有效保障诉讼工
作顺利进行和当事人、律师权利。

湖南建行联合建信人寿献爱心

一线医护人员获免费人身保险

中医战“疫”，湖南确实有一套

将疫情防控融入检察办案

复工返程
安全出行

2月13日，道县汽车北站，志愿者
在停车区进行消毒作业。近日，该县恢
复客运班线、城市公交、出租车和渡船
运营，做到“保运”“防控”两手抓、两不
误，为复工复产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何红福 李俊涛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文巧 方争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省军区
各级积极组织广大官兵以战斗的姿态
冲锋，主动担当、奋勇作为，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彰显了新时代省军区
系统官兵的新形象、新作为。

闻令而动 广泛动员
“新型冠状病毒极具传染性，各级

必须高度重视，迅疾行动，全力以赴！”
疫情发生后，省军区第一时间成立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研究
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控
战斗。

抗击疫情，就是一场与时间赛跑、与
病魔较量的人民战争。省军区各级快速反
应，充分发挥专武干部和民兵数量多、分
布广、情况熟的优势，积极动员组织他们
参与到疫情防控中，第一时间编织起了一
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疫情防控网。

常德军分区、永州市零陵区人武
部、桂阳县人武部等单位迅速向各自
所辖区域专武干部和民兵发出关于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倡议
书、动员令，要求大家强化政治意识、
号令意识，主动担当，率先垂范，号召
大家积极投身到疫情防控一线。

一声号令风雷动，一份份按着手印
的联名请战书递送到了单位党委面前，
一面面鲜红的民兵分队旗帜树立在街
头巷尾，一群群佩戴民兵臂章的“迷彩
绿”出现在了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深入宣传 筑牢防线
“相信祖国相信党，不信谣来不传

谣；冠状病毒不可怕，众志成城战胜它；
广大民众莫恐慌，科学防控不添乱……”
从除夕开始，常德市武陵区女子民兵
宣讲队的队员们就忙个不停。她们用
当地方言将疫情防控相关精神和防疫
知识改编成“顺口溜”进行宣传。

省军区各级积极发挥民兵与普通
民众语言相通、习俗相同以及了解社
情民情的优势，组织大家积极运用民

兵学习宣讲网络平台、微信公众号、微
信群、“村村响”等传播手段，宣传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重大决策部
署和重要指示精神、各级党委政府采
取的有力举措以及科学防控疫情的有
效手段。

一支支民兵宣传队活跃在三湘大
地上。有的在公交车站、交通枢纽、高
速公路出入口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摆
放展板、张贴海报、悬挂横幅、发放宣
传资料；有的通过车载喇叭、喊话器深
入街头巷尾、田间地头、走村入户宣
传；有的套用网络流行语、改编歌曲、
录制具有当地方言特色的语音、视频
在微信群里传播，得到广泛分享、转
发，构建起了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守土尽责 共克时艰
“我们的民兵队伍关键时刻总能

靠得住、顶得上”“哪里有需要，哪里就
有我们民兵的身影”……类似这样的话
语，是这段时间以来地方党委政府和老
百姓对省军区系统官兵评价最多的。

春节前后，回家团聚、外出务工人员
多，各个公共交通场站人流量大、人员密
集，疫情防控压力较大。全省各地纷纷组
织民兵在高速公路收费站、机场进出口
通道、车站以及进出城市道路路口设置
临时检查站，对过往车辆进行防护知识
宣传、检查和消毒，协助做好过往人员体
温检测、疏导劝返户外流动人员等工作，
确保做到不让疫情扩散和输出。

涟源市设立了发热门诊和救治中
心，100余名民兵主动请缨，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基础上，担负安全警戒任务，维护
医疗秩序。湘潭、常德、永州等地民兵主
动为居民提供物资代购、送货上门服务，
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解决生活需求。

省军区驻桑植县扶贫工作队队长
杨凯，农历腊月廿九才从扶贫点返回
老家，大年初一便匆忙告别家人，独自
驱车 800 余公里赶赴扶贫点。到村后，
火速在地处湘鄂两省交界处海拔1200
多米的云头山垭口紧急布控，并带领
当地村干部、青年党员以及村民志愿
者日夜坚守各自岗位，为老百姓生命
健康安全筑起一道坚实的屏障。

三湘涌动“迷彩绿”
——省军区各级积极组织广大官兵

抗击疫情小记

湖南日报 2月 13 日讯（记者 谢
璐 通讯员 徐扬）为做好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帮助企业降低成本、稳定
就业岗位，从 2月 12日开始，长沙市人
社局启动 2020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工作，企业可从 2月 12日至 12月 31
日进行申报。针对今年特殊情况，该局
根据上级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
加大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进一
步降低门槛、放宽条件、优化流程。

据了解，2019年企业申请稳岗返还
裁员率条件为“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
业率”，今年放宽到“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长沙市2019年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46%，而同年度全国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为5.5%。稳岗
返还裁员率标准放宽一倍有余。

以往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对小
微企业没有特殊政策，为应对疫情影
响，今年长沙稳岗返还政策中增加了
对小微企业的倾斜，对 30 人（含）以下
小微企业，裁员率放宽至不超过企业
职工总数20%。

长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放宽条件，预计今年全市享受稳岗返
还政策企业数量、惠及企业职工人数、稳
岗返还金额将大幅增加，初步测算全年
将返还2.7亿元，比去年多返还1.4亿元。

长沙加大力度援企稳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