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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邓道理

2 月 18 日上午，在全国各大
景区尚处于暂停开放之际，张家
界市武陵源核心景区迎来5名“特
殊”游客，他们在有关部门人员的
陪同下，戴着口罩欣赏了雪藏 20
多天的峰林美景。

据了解，这批客人是来自湖
北武汉、河南郑州的两个家庭，均
为春节期间因疫情防控而滞留张
家界的人员。其中，武汉八旬老人
刘先生一家 3 口，自 1 月 25 日起
便滞留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专门
设立的定点酒店。郑州自驾游客
陈新建夫妇，自 1 月 26 日起婉言
谢绝当地热心安排，坚持住在武
陵源黄龙洞停车场自带车载帐篷

里。
目前，这 5 名游客均已在 10

天前解除医学留观，身体一切正
常，计划等全国疫情稳定后返程。
为了弥补客人滞留张家界20多天
却未参观景区留下的遗憾，武陵
源区相关部门特地为他们安排了
当天的免费之旅。

半天行程很短，客人收获却
很多，除了绝世山水美景，更多的
是景区浓浓的人文关怀。“张家界
景美人更美！”刘先生站在天子山
神奇山峰前呼吸清新空气，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他动情地说，一家
人住在定点酒店江汉山庄期间，
当地政府关爱有加，有专职医生
定时测体温，有专人送餐。元宵节
那天，酒店还为其送上热气腾腾
的汤圆，令其感动万分。“湖南湖

北一家人，武汉张家界一家亲。”
他们表示。

“这次特殊之旅我们将会铭
记终生。”在陈新建眼里，武陵源
山水实景比画册上还美。陈新建
夫妇说,这里人们的热情更是超乎
他们想象，黄龙洞景区送来鸡蛋
面条，黄龙路社区送来土家腊肉，
区文旅部门送来矿泉水……每一
幕都让人倍感温暖。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旅
游复苏。”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武陵源区委书记朱用文高
兴地说，张家界已12天没有新冠
肺炎新增病例，原有的5名确诊病
例均已痊愈出院，而武陵源区至
今没有确诊及疑似病例记录，“我
们已经为全面恢复开放景区景点
做好了充分准备。”

湖南日报 2 月 18 日讯（记者
戴鹏）“利用微信疫情防控日报告小程
序，社区和企业防疫、复工情况随时掌
握，防疫一线困难第一时间反馈有关
部门，得到及时解决。”2月18日，株洲
市委组织部干部欧阳荣对该市推出的
一款“疫情防控日报告小程序”点赞。

2月13日，株洲市抽调1.7万余名
机关干部到基层一线，充当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的“战斗员”“信息员”。为了
更科学系统防控疫情、推动复工复产，
市委组织部组织开发“疫情防控日报
告小程序”。打开小程序界面，“派驻工
作队所属单位”“派驻单位”“今日工作
队摸排了多少人”“今日工作队走访了

多少家企业”等信息一目了然。
在众普森（株洲）科技有限公司，

联络员王斌了解到该公司只有五分之
一的员工符合返岗要求，复工复产困
难，他立即通过小程序向株洲市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第二天就
解决该公司重点岗位 80 名一线工人
复工。

欧阳荣介绍，除了摸排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信息及需解决的困难和问
题，防疫小程序还将根据疫情防控信
息工作要求动态增减填报相关选项。
据统计，目前株洲市本级派驻社区和
企业的联络员，通过该小程序已报送
信息2100余条。

防疫小程序株洲立大功

张家界景区
迎来5名“特殊”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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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孟姣燕）
今天，湖南旅游行业以省旅行社协会
名义发表《致海外的公开信》，感谢海
外文旅合作伙伴愿意在危急时刻与湖
南并肩前行，并提出《关于合作伙伴互
为目的地营销的五点倡议》，推动合作
伙伴互为目的地营销，扩大双方游客
互访规模，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共同开创文化旅游合作的新时代。

五点倡议包括：一是建立合作伙

伴互为目的地营销沟通联络机制。双
方行业协会牵头，促进双方会员企业
建立合作伙伴互为目的地营销的工作
联系朋友圈。近期双方互通当前的市
场信息和疫情相关情况，支持旅行社
依法处理因疫情发生的退团退费问
题。二是共同协商签订合作伙伴互为
目的地营销合作备忘录。推动双方会
员企业利用各自的宣传平台推介营销
对方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在市场恢复

后，互相邀请对方旅行商实地踩线考
察。三是实施合作伙伴互为目的地网
络营销。互换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等营
销资讯。近期，抓好抗击疫情的慰问
信、慰问视频和感谢信发布；积极推介
并支持华文电视和网络平台开展湖南
文艺精品展播等。四是实施合作伙伴
互为目的地网络培训。邀请对方培训
专家共同参与制订实施网络培训方
案，组织行业协会会员企业员工开展

在线培训。五是开展合作伙伴互为目
的地致敬。推动部分旅游景区为抗击
疫情的医务工作者免门票等。

受疫情冲击，全国旅游业停摆，湖南
保持持续强劲增长的入境旅游顿时陷入

“休克”。近日，英国布里斯托市旅游局、
韩国首尔市观光体育局、泰国旅游观光
协会、德国伊卡路斯旅行社等海外文旅
合作伙伴纷纷录制视频表达关切、问候，
为湖南战疫和文旅发展加油鼓劲。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肖江浩 向涛）今天，国家税务
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发布消息称，全省2
月份申报纳税期限在延至2月24日的
基础上，再次延长至2月28日，以进一
步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复工复产。

目前，我省已积极拓展“非接触
式”办税缴费渠道，纳税人可通过电子
税务局、手机 APP、邮寄、传真、电子
邮件等多种方式进行纳税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表
示，省内纳税人如果受疫情影响，到2
月 28 日仍无法办理纳税申报或延期
申报，可在及时向税务机关书面说明
正当理由后，补办延期申报手续并同
时办理纳税申报。税务机关依法对其
不加收税款滞纳金、不给予行政处罚、
不调整纳税信用评价、不认定为非正
常户。纳税人应对其书面说明的正当
理由的真实性负责。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廖声田 上官智慧）“全年所有景
区及景区内交通工具对全国医
护人员免票,景区开放后 2 个月
内，对国内外游客实行门票‘买1
送 1’优惠……”2 月 18 日，张家
界新冠肺炎在治病例清零后的
第一天，该市旅游工作委员会发
布“310”行动计划，满满政策红
利“干货”，促推旅游市场全面复
苏。

“310”行动计划，即支持旅游
企业纾困“十项政策”、旅游行业苦
练内功“十项要求”、启动旅游市场

“十项措施”。具体包括实行专项资
金扶持、解决融资难、税收优惠、联
系帮扶、降低运营成本等各项扶持
政策；强化员工培训、完善旅游设
施、推进智慧旅游、推出精品线路、
主动开拓市场等具体要求；景区开
放后，启动实行全国医护人员全年
免门票、对省级以上表彰的“抗疫
英雄”落地免费旅游接待、所有游
客2个月内“买1送1”优惠、旅游
专机专列组团奖励、开展“网游张
家界”活动等复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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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旅游行业发表公开信
五点倡议推动海外伙伴实现合作共赢

我省纳税申报延长至2月28日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通讯员 李琳
陈帅 记者 邢玲）“育秧前，要合理选择
优良品种，推荐湘早籼 45 号、湘早籼
24号。还要做好晒种、浸种消毒，可用
25%咪鲜胺乳油1500至2000倍液浸
种 2 至 3 天。”2 月 16 日，益阳市赫山
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周建华在赫
山智慧农业云平台回答农户提问。

赫山智慧农业云平台是依托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
兴技术，建设的“远程可监控、生产可
控制、百姓可查询、网上可销售、决策
有依据、产品能溯源”的区域农业农村
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平台目前具有
智慧生产、智慧服务、智慧管理、智慧
溯源、智慧营销五大功能。线上提供技

术指导正是运用了智慧服务功能，农
户在生产中遇到问题可随时在线上向
专家请教。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市民“菜篮子”
供应充足，赫山区利用智慧农业云平
台发布了“疫情防控期蔬菜生产技术
指导意见”等，线上对蔬菜种植户进行
技术指导100多次。

受疫情影响，许多农资经销商暂
未复工开业，赫山智慧农业云平台智
慧营销功能便有了大用场。平台“护农
商城”提供春耕备耕所需农资线上销
售、线下不接触配送服务，农户所需农
资在平台可一站购齐。为做好疫情防
控，“护农商城”还特别为涉农企业、合
作社提供植保无人机消毒喷洒服务。

赫山区“智慧农业”助春耕备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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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嘉禾
县经济开发区巨人机
床有限公司，工人在
加工机械铸件产品。
连日来，该县积极做
好企业对接服务工
作，引导企业强化员
工招聘管理，并开展

“网上春风行动”，推
出4000多个岗位，鼓
励返乡务工人员在家
乡就近就业，使近千
名返乡务工人员和技
术型工人在疫情防控
关键时期实现“家门
口”就业。

黄春涛 摄

芷江“一企一专班”

点对点服务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龚卫国）“36.5，体

温正常，最近还是要少出门,出门要戴好口
罩。”2月16日，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北街
社区明山物业小区宿舍劝导点，工作人员杨
俊芳正在对进入小区的人员进行登记排查。

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时刻，复工复产也到了
紧要关头。芷江坚持两手抓，两手都硬。在疫情
防控中，芷江“四级干部集村部(社区)”“网格化
管理”形式开展地毯式排查，落实联点县级领
导包乡镇，县直单位和乡镇领导包村（社区），
联村县乡干部和驻村（社区）工作队以及村（社
区）干部包户到人工作机制，用“口袋战术”确
保“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落到实处。

强力推动农村和企业复工复产。出台
12条措施，从减税降费、物资供应、政策保
障等方面，支持复工复产。实行“一企一专
班”点对点服务，从县直机关抽调32名副科
级及以上干部下沉一线，担任49家企业的
疫情防控联络员，开展“一对一”服务。督促
企业做好返岗员工入口关、排查关、隔离
关、防控关。给企业员工免费发放中药制
剂，提供口罩等防护物资和消毒物资。加强
培训，提高员工防范意识，筑牢安全防护
网。按照“政府鼓励、专业支持、企业参与、
群众自愿”的原则，由县财政补贴一半费
用，鼓励企业有针对性开展复工前员工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最大限度阻断传染源。

“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复工，这得益于
县里的高效服务。”在芷江工业集中区，公
司负责人唐春华介绍到。截至2月15日，该
县全县开工复工的工业企业达21家。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刘永涛）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用餐，在碗筷交错
之间，也存在传染病毒、细菌的安全隐
患。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昨天发布
2020年第2号倡议书，提倡使用公筷
用餐，形成健康消费习惯。

倡议改变陋习，从自身做起。居家
或外出聚餐，养成使用公筷的消费习

惯迫在眉睫。居家用餐应准备几套与
自用筷子有明显差异的公筷，最好碗
筷专人专用、分开清洗。外出用餐主动
要求商家提供公筷，老人、小孩等免疫
力低下人群在外就餐自带碗筷。有条
件的消费者还可采用分餐制，既安全
卫生，又保证营养均衡。

倡议诚信经营，从服务做起。餐饮

经营企业应强化服务理念，筑牢安全
意识，切实保证所提供的餐具均已清
洗干净，并消毒合格，同时要主动向消
费者提供与其自用筷子有明显差异的
公筷，并提醒消费者主动使用公筷。

倡议教育引导，从身边做起。父母
要言传身教，帮助孩子从小树立良好
的用餐习惯，指导孩子用餐时使用公
筷。卫生健康部门应加强宣传教育，普
及安全、卫生、健康的用餐习惯。有关
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引导，督促企业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黄利飞）
疫情时期，连锁药房成为医疗防护物资
配送和购买的重要渠道之一。依托高效
的物流中心与信息中心，老百姓大药房
不仅保障了公司约5000家门店相关物
资的供应配送，还承担起了政府相关部

门防疫物质的采购配送工作，并于2月
14日上线了全国口罩购买预约平台。

截至2月14日，老百姓大药房共
向全国市场投放口罩2000余万个、84
消毒液300余万瓶、手套500万副、酒
精110万瓶、各种体温测量仪50余万

支、其他防疫物资药品1850余万盒。
根据省政府统筹安排，老百姓大药

房协助政府相关部门采购及配送一次
性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目前已经
完成200多家单位的口罩配送，分布在
全省13个地市州；消毒液配送共计派
车收货160多趟，配送频次3130次。

老百姓大药房表示，依靠众多企
业复产、转产，老百姓大药房旗下门店
以及协助配送的重点机构领域，消毒
液等相关物资将逐步实现供需平衡。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通讯员 蒋如梅

2月16日，在长沙市岳麓区莲花
镇莲花社区滨河路家家乐超市门口，
有司机来送货。“你们辛苦了，请来量
下体温哦。”滨河路“街长”程晓琴看
到，赶紧上前量体温。

2月15日下午，莲花社区一支志
愿服务队集结，推选出5名“街长”。随

后，他们分头行动，协助开业的超市和
门店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莲花社区共有 5 条道路，每条道
路设置一名“街长”，由志愿者担任。

“街长”负责协助责任范围内门店营
业，宣传防疫知识，督促做好店内消毒
及人员体温监测等。“请问店里有没有
最近外地返长员工”“员工每天要口罩
佩戴到位、体温监测到位，场所每天要

消毒到位”……志愿者们分发告知书、
公开信，对店内人员进行摸排，反复提
醒做到“三勤三不”等。“社区工作人
员任务太重了，这个时候我们志愿者
就应该挺身而出，帮助门店、服务大
家。”志愿者陈学利一边查看门店消毒
记录一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莲花社
区共有400多家五小门店，目前已有
40多家恢复营业，其余门店也将陆续
开门。热心的志愿者“街长”已把自己
负责的门店全部巡查了一遍，并将结
果上报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当“街长”助门店营业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发布倡议书

使用公筷，形成健康用餐习惯

老百姓大药房协助政府采购配送防疫物资

开通全国口罩购买预约平台

衡阳县15万剂中药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2月 1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2 月 18 日上午 9
时，衡阳县中医医院负责人带领医务人员来
到角山米业公司，给员工送来了该院调配好
的300剂新冠肺炎预防中药汤剂。公司董事
长任志成说，县中医医院调配的预防中药汤
剂，清热润肺，员工喝了能提高身体抵抗力。

据介绍，衡阳县中医医院根据省中医药
管理局推荐的预防中药方，配制成不同规格
中药饮片药包，为企业复工复产助力。该院
全体医生加班加点熬制汤剂，5个小时内调
配好53200剂新冠肺炎预防中药，免费发放
给各大复工企业。

疫情发生后，衡阳县充分发挥中医药的
独特作用，开展中医药预防、中西医协同救
治工作。截至2月17日24时，县中医医院共
向医学观察人员、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员
等易感人群免费发放预防中药（汤剂、中成
药）累计近 6 万人次，凸显了中医药在预防
新冠肺炎的独特优势。

目前，衡阳县中医医院已提前准备好
15 万剂的预防中药库存，全力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和防疫一线需要。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李胜强 郑莉

“我们很好，不要担心。”2月15日，
正在浏阳市委党校宿舍进行医学观察
的普迹镇五丰村脱贫户周世华和周刚
伟通过微信朋友圈向亲友报平安。

2月14日，他们刚从武汉雷神山
医院建设现场归来。

雷神山医院开建后，需要大量工
人。承担医院安装工程项目的中建三
局安装公司给浏阳市普迹镇发函，征
集管道安装工人。熟悉管道安装技术
的五丰村脱贫户周世华和周刚伟立即
报名。

“两年前，我母亲查出患有子宫癌
和乳腺癌，没钱医治，是当地政府送来
2 万元救命钱。现在是我报答社会的
时候。”周刚伟在电话里向镇里的工作

人员请战。周世华和周刚伟顺利通过
审核，来到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

“加班加点再加油。”“加油武汉！
我们继续奋战通宵。”来到工地，周世
华和周刚伟每天加班加点，争分夺秒
的与疫情赛跑。

“既要赶工期，也要保质量。”周
世华说，平时两个人的工作量，特殊时
期只能由一个人完成，但大家的精神
状态都很好，没有一句怨言。

2月14日下午，圆满完成建设任
务的周世华和周刚伟跟其他村民一
起，坐车从武汉返回浏阳市，虽然大家
身体都很健康，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仍需要隔离观察。浏阳市委安排他们
在市委党校宿舍进行隔离观察。

“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味道很
好。”2月15日中午，周世华拍下中餐
照片，发在朋友圈。

“雷神山”工期紧张
脱贫户主动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