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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戴鹏

“220千伏大塘冲变电站3号电容器
有点小故障，已处理。全网运行正常。”2
月28日9时，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调度控
制中心，文章与同事准时交班。

文章揉揉双眼，迎接新的一天。
自1月21日电网进入抗疫战时状态

以来，除了中途集中隔离 7 天，年仅 26
岁、参加工作仅7个多月的文章，已在这
里值守30个晚上。

“岗位，就是战位”

国网株洲供电公司14楼，400多平
方米的电网调度控制中心内，一块 100
余平方米的大屏幕上，“电网用电”“分区
负荷”“分区用电”等反映区域电网运行
情况的31条曲线平稳滑行。

大屏幕下方两排工作台，每个工作
台前，3 台电脑屏幕上不断跳出各种数
据、信息和图表。

作为国网株洲供电公司调度监控
员，文章的工作岗位就在第一排第一个
工作台。

这里，是整个株洲电网的中枢指挥
中心。全市 9 个县市区、1 个经开区 67
个 110 千伏变电站以及 35 千伏以上线
路的运行指挥，全部集中于此。这里发
出的每一条指令，直接决定株洲电网的
运行模式，影响全市所有用户的电力供
应。

“中间这台电脑用于常规报警，系统
会将自检发现的故障显示出来。”文章靠
近工作台，指着屏幕不断刷新的信息介
绍，一旦发现问题，立马通过右边的电脑

系统查找具体故障点。“好比医院看病，
先根据中间这台电脑报告的‘症状’，再
通过右边电脑系统排查‘病因’，然后根
据‘病因’开‘药方’，也就是通过左边的
通讯屏幕，通知调度部门和线路运维部
门采取措施排障。”

“岗位，就是战位。这里稍一疏忽，
故障不能及时排除，就会影响供电，甚至
危及电网安全。”调度控制中心主任李轩
告诉记者，每个班次4个调度监控员，他
们一旦进入工作台，就进入高度戒备状
态，眼睛丝毫不能离开屏幕，不能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

从进班到交班，近 10 小时值守期
间，文章和同事的视线要在前方的大屏
幕和两台监控系统上来回穿梭，及时、敏
锐地发现问题并作出判断、提出解决方
案，确保整个电网安全运行。“对于一个
去年 7 月才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能
做好这项工作，确实不容易。”李轩说。

“险情，就是战情”

电力供应是战“疫”的基本保障。尤其
是患者救治、物资生产、定点隔离点等重点
保电单位，电力供应不能有丝毫闪失。

“既要及时发现故障，更要提前防范故
障。”李轩告诉记者，调度监控员一方面要
及时发现处理显性险情，更重要的是提前
研判隐性险情，“这需要扎实的功底。”

值班中，文章通过电网自动化管理
系统，对所有设备和线路进行网上“体
检”。电压、电流、负荷、温度……每个设
备和线路都有上10个参数，一个不能遗
漏。通过这些实时数据，准确判断电网
运行是否安全。一圈下来，至少要花 2

个小时。
1 月 24 日凌晨，文章在全网设备巡

检中发现，10千伏张医Ⅱ回346线路的
负荷数据有异常。进一步遥控调度细
查，系统没有反应：“遥感设备故障。”再
查，该线路是株洲市中心医院的供电通
道。医院是极为重要的保电单位，当时
该院还有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在救治。

“险情，就是战情。”文章当即采取应急
措施，调度备用线路供电，同时向值班调度
报告，马上派出检修人员赶赴故障点除
险。故障很快被排除，医院用电无虞。

还有一次状况，出现在2月14日。
正在值班的文章发现张家园变电站

设备一个负荷数据偏高。根据该变电站供
电范围，将直接影响一个定点隔离酒店供
电。当时，该酒店有24名隔离观察者。

电网负荷超出范围，将导致用电设
备烧毁，必须马上处理。文章赶紧通过
调度指挥中心将问题线路“隔离”、供电
负荷转移到另一条线路，同时派出检修
人员处理，及时排除了一个安全隐患。

“坚守，就是胜利”

为确保战“疫”用电，国网株洲供电
公司升级安全级别，选拔政治可靠、业务
过硬的专业人员守卫调度控制中心这个

“电网中枢”。
“我们向支部请战，24 小时坚守岗

位，精心调控，用心服务，同心协力打好
疫情防控电力保卫战。”调度控制中心党
支部发出号召不到 1 小时，就收到一份
特殊的“请战书”，后面签名中，“文章”二
字上印着鲜红的指印。

调度控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何克告诉

记者，春节期间遇上疫情，调控中心 20
名员工只有一半能到岗。去年才入职的
文章主动挑重担，而且“霸占”调控中心
监控席夜班。

在何克眼里，文章这个白净脸庞、说
话不急不慢、做事不慌不忙的小伙子，浑
身散发着一股热情、向上、奋进的力量：
在学校读研期间就入了党，工作起来既
沉稳又有拼劲。

正当文章尽心战“疫”保电时，却遭
亲情离别。

1月22日21时许，文章父亲突然来
电：“奶奶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赶快回
来一下？”正在值班的文章甚为煎熬：战

“疫”正酣，电力生命线需守卫、监控席不
可缺位；疼爱自己的奶奶命悬一线，很想
见上最后一面。

文章通过视频通话，看到病床上奄
奄一息的奶奶，他控制不住自己，泪水浸
透口罩，朝着视频里的奶奶深深鞠躬。
随后，文章默默换下湿透的口罩，继续坚
守岗位。

2月1日，趁着第一阶段战“疫”保电
值班结束，文章请假回到老家长沙跳马，
在奶奶遗像前长跪不起。

2 月 2 日，文章整理完奶奶遗物，下
午赶到指定地点，进行返岗前集中隔离
观察。

“奶奶，孙儿想您！在这个特殊时
期，电不仅是光明和温暖，更是信心和希
望。为了更多人能尽享亲情，我会坚守
岗位，战‘疫’到底，直到最后胜利。”文章
在笔记本上写下对奶奶的思念。

“坚守，就是胜利。”隔离 7 天后，文
章重返值班岗位，继续保电值班。

邹晨莹

每天持续增加的治愈病例数，
背后是无数医护人员舍死忘生、全
力以赴的付出与牺牲，除了道一声

“感谢”与“珍重”，更需要给予周全
贴心的保障。近日，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全面落实
保护关心爱护疫情防控一线医务
人员各项政策的具体措施》，从6个
方面细化20条具体举措，涉及到生
活、安全、人文关怀等方方面面，对
于一线医护人员来说是欢欣鼓舞
的真关爱，必将使他们心无旁骛、
持续健康进行抗“疫”。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暖心的关
怀都是从基本生活需求做起，体现
于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比如，工
作节奏快、压力大，就合理地安排
轮休、最大程度地保障休息时间；
对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来说，让他
们换上舒适的鞋、吃上可口的菜，
同样是一种关怀。

湖南援助黄冈医疗队的一位
女护士，在谈到无法陪母亲过生日
时顷刻间泪流满面，这样的场景让
人心酸。前线的白衣战士，也是儿
女、是父母，即便再坚强，情绪都难
免会决堤。这也提醒我们，在做好
生活、安全保障的同时，也要做好
人文关怀。第五批支援黄冈医疗
队中首次出现4名心理医师，正是
为了加强心理危机干预与情绪疏

导，为医护工作者驱散心灵阴霾。
《措施》重点关注和支持一线

医务人员子女教育就业问题，解除
了不少一线战士的后顾之忧。在
黄冈采访期间，得知医护人员最担
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与生活。这种
政策“大门”，开得理直气壮。一线
医护人员不是冲着各方面的待遇
上前线，但是他们不想，社会各界
同样应关心、党委政府同样会考
虑。

从制度上为一线医护人员提
供保障，则是常态长效的“润物无
声”。这些天，湖南支援黄冈医疗
队员热议的是编制和待遇的话
题。之前，受某些政策限制，晋升
难是一线医护人员心里的“梗”：临
床工作已让人忙得焦头烂额，但职
称评定有工作年限的硬指标，有课
题、论文的高门槛，更有受限于岗
位结构比例的“拦路虎”。“对表现
突出的编制外人员，经用编核准
后，相关部门可采取定向考核的方
式确定聘用人员”“晋升职称和岗
位等级不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
限制”等，这些规定着眼于从制度
上破解一线医护人员的难题，让仁
心医术发挥出最大价值。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
的态势正在拓展，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给一线医护人员更多保障，就
是为战“疫”的主力军呐喊助威、鼓
劲加油。

湖南日报 3 月 1 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腾海军）洣水汤汤，
鹿原苍苍。炎帝神农，万古流芳。
3 月 1 日上午，“两岸同祈福 神农
佑中华”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线
上交流活动，在湖南炎陵县炎帝陵
和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部分
神农宫庙同时举行。

上午 10 时 30 分，祈福活动正
式开始。击鼓九通，鸣金九响，海
峡两岸代表向炎帝敬献贡品与花
篮，并向炎帝神农氏鞠躬。

“虔祈炎皇，袪民病殃，冥施默
化，佑我族邦。消灾度厄，避难呈
祥。早圆国梦，永续辉煌。”在中华
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陵寝圣地炎
帝陵祖庙，炎帝陵守陵人李园平恭
读祝文，表达了海峡两岸同一个祖
先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并为两岸
祈福，祈祷早日战胜疫情。

同一时间，台湾中华神农大帝
协进会在台湾新北市瑞芳青云殿
等15个宫庙举办祈福活动。线上
还有5个宫庙和3000余名信众参
加，观礼规模超五千人。海峡两岸
对此次活动进行了线上视频直播，
近十万观众观看。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的
始祖之一，深受两岸同胞共同推崇
和敬仰，在台湾信众多达 300 余
万，270多家神农宫庙遍布岛内，神
农文化和炎帝信仰早已成为连接
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湘台两
地同胞紧密联系，共同抗击疫情，
不断有台湾同胞向湖南捐款捐
物。湖南则始终关心在湘台胞、台
生的生活、出行和在湘台企的生产
经营情况。湖南省委台办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积极指导各市台
办主动与台胞台企及台资企业协
会的联系，保障在湘台胞基本生
活、出行条件的同时，深入了解和
梳理汇总台资企业复工生产遇到
的困难，主动对接有关职能部门，
及时为台企提供支持帮助。截至2
月 28 日，湖南省符合条件且已复
工复产的台企242家，绝大多数属
于工业、加工制造业。

此次“两岸同祈福 神农佑中
华”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线上交
流活动，更是进一步增强了两岸民
众的祖宗认同，巩固了守望相助、
共同抗疫的成果。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蔡文沁）今天，省审
计厅发布消息称，对省委外办、省
委编办、省发改委、省卫健委、省民
政厅、省人社厅、省民宗委、省生态
环境厅、省体育局、省社科联等10
个省直单位开展主要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

审计主要围绕领导干部权力
运行和责任落实，重点排查和揭示
领导干部动议经济事项、分配资
源、审批项目、分配资金等方面，是
否存在不作为慢作为、失职失察、
违规决策和审批、违反党中央禁令
和廉政规定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

审计监督作用。
省审计厅表示，对党中央重大

政策措施和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
是此次经济责任审计的重中之
重。审计人员将着重审计相关省
直单位参与分配的中央及省级重
点专项资金管理、分配和使用情
况，尤其关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相关款物拨付、使用情况，相关
税费减免、财政贴息、贷款优惠政
策精准到位情况。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此次经
济责任审计将充分运用大数据审
计手段，在尽量压缩现场审计时间
的情况下，保证审计质量。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段
涵敏）3月1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通报，2月29日0-24时，湖南省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
例0例，新增重症病例0例，新增死
亡病例0例，新增出院病例12例。

新增出院病例中，长沙市4例、
衡阳市2例、湘潭市1例、岳阳市1例、
益阳市1例、郴州市1例、娄底市2例。

截至2月29日24时，湖南省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1018例，累计报告重症病例147例，
现有重症病例18例，死亡病例4例，
出院病例853例，在院治疗161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长沙市 242
例、衡阳市48例、株洲市80例、湘
潭市 36 例、邵阳市 102 例、岳阳市
156 例、常德市 82 例、张家界市 5

例、益阳市60 例、郴州市39例、永
州市 44 例、怀化市 40 例、娄底市
76例、湘西自治州8例。

现有重症病例中，长沙市6例、
株洲市4例、邵阳市2例、常德市2
例、益阳市1例、娄底市3例。

死亡病例中，长沙市2例、邵阳
市1例、岳阳市1例。

出院病例中，长沙市 178 例、
衡阳市46例、株洲市62例、湘潭市
34 例、邵阳市 95 例、岳阳市 115
例、常德市72例、张家界市5例、益
阳市 59 例、郴州市 35 例、永州市
42例、怀化市40例、娄底市62例、
湘西自治州8例。

目前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6892
人，已解除医学观察 26491 人，尚
有40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向涛）今天，国家税务总局湖南
省税务局（简称“省税务局”）发布消息，
在全省启动 2020 年“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将税费优惠政策及时、全面送达省
内所有可享受企业。

由于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国家新出
台支持疫情防控、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等
一揽子税费优惠政策。

“2020 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就
是为了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优化涉
税办理、快速跟踪问效。”省税务局党委
书记、局长刘明权表示，按照“用心用力
用真情，全员全程全覆盖”的要求，全省

税务系统已动员 3.4 万名税务人员，组
成先锋服务、大企业服务、后援支持、政
策解答、巡查督查等 5 大类、1000 余支
税收政策服务小分队，全面铺开送政策
入企服务，保障企业“应享尽享”税费优

惠政策。
目前，省税务局已按照“一类一策”

原则，编制全省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
生活服务行业、快递收派服务行业、进出
口退（免）税、个人所得税、个体工商户、
社会保险费等9个税费政策指引。税收
政策服务小分队将针对企业实际需求，

“一户一策”精准推送适用每户企业的税
费政策指引。

全省工业App
开发数突破万个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
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近7成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陶韬）我省工业互联网App培育三
年行动计划启动首年成绩如何？记者今天
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去年全省工业互联网
App（简称工业App，均包含工业软件）开
发总数达到1.07万多个，工业App创新应
用企业的关键业务环节工业技术软件化率
达30%以上，初步搭建起政产学研用多方
发力的工业App生态体系。

全省工业App主要包括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四大类。
三一根云、中电云网、中科云谷、用友精
智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均部署了300个以
上工业App，生产制造环节软件化率较
高，装备制造、军工、冶金等行业企业及
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工业App开发、
应用情况较好。根据工信部两化融合服
务平台提供数据，我省规上工业企业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69.7%。

守卫“电网中枢”
——记国网株洲供电公司青年调度监控员文章

我省启动2020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

保障企业“应享尽享”税费优惠政策

三湘时评

周全贴心的保障就是真关爱

海峡两岸连线祈福拜谒炎帝神农氏
守望相助共同战“疫”

对10个省直单位开展
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湖南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161例，累计出院853例

▲ ▲（上接1版）
脱贫攻坚不获全胜不收兵，还须再加

一把劲。2月28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专题研
究脱贫攻坚工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出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做好当前脱贫攻坚
工作的十条措施》的通知，结合我省实际，从
10个方面推出脱贫攻坚重大举措。在复工
复产、税收减免、扶贫小额信贷等方面，对扶
贫龙头企业、合作社和贫困户加大支持力
度，“干货”满满。

也是在2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
南农业大学校长邹学校接到了一项新任务：
赴基层一线开展科技帮扶。当天，包括邹学
校院士在内，我省选派了736名科技人才，
赴基层一线开展为期一年的科技帮扶，指导
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时令尚在农历早春二月，武陵山下、
雪峰山中，脱贫攻坚的春雷，已经在我省
贫困村的各个角落隆隆作响。

充满希望去上班，农副产品
出深山

2月28日11时47分，G9628次列车
从新化南站始发，直达广州，这是我省首
趟运送贫困群众外出务工的专列。经防
疫检测，625名来自新化边远山区的贫困
群众踏上复工路。贫困户王玉平在列车
上拨通家人电话：“我会早点寄钱回家。”

千方百计助力贫困户返岗稳岗就
业。我省各地加强输出地与输入地对

接，组织专车、专列“点对点、一站式”运
输送达。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走出家
门，带着希望去上班。

2月25日，泸溪县第五批403名农村
劳动力乘坐17辆就业“直通车”，前往山
东、浙江、广东等省返岗就业。贫困户梁
胜军去年通过就业实现脱贫，坐在开往
浙江省的“直通车”上，他信心满满：“今
年争取再多赚点。”

截至 2 月 28 日，全省各级人社部门
共组织专列、专车2485（趟）次，输送农民
工75587人。

城里的企业在有序复工，贫困地区
的扶贫车间也热闹起来了。

“扶贫车间复工，我们贫困户才能增
收。”2月21日，早上8时，隆回县中洲村
贫困户孙柳青准时来到中洲村和亚扶贫
车间。戴好口罩、测量完体温，孙柳青步
入车间，走上机位。

目前，全省1925家扶贫车间已复工，复
工率65%，吸纳20752名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外出务工能赚钱脱贫，贫困村里农
产品能否卖得出去，关系到贫困户一年
的收成能否兑现。

加大消费扶贫力度，我省畅通贫困
地区物流运输，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充
分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发动企
事业单位以购代捐、以买代帮方式，集中
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

2月29日上午8时，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驻江华瑶族自治县高凉村帮扶工作队
队长欧阳志国，便来到村里的沃柑基地，帮
村民采摘。近一个月来，欧阳志国当起“卖
货郎”，在众多微信群里使劲吆喝。仅2月
29日这一天，高凉村就有1150公斤沃柑发
往全国各地，每公斤价格近20元。

截至目前，疫情防控期间，我省已帮
助贫困地区销售扶贫产品1.4亿余元。

确保完美收官，打出遏制
返贫“组合拳”

“农贸市场还没开，吃完了，我们再
送。”2月6日，会同县雪峰村村干部上门对
重病在身的贫困户雷新礼登记疫情信息时，
顺便带了一份礼物：猪肉、大米和食用油。
当天，雪峰村9个家庭特别困难的贫困户都
收到了一份同样的礼物。

虽然遭遇重大疫情，但我省结合疫情
防控工作，建立健全遏制返贫机制，打出一
套“组合拳”，确保脱贫攻坚圆满收官。

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结合疫情动
态监测，对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全覆盖排查，
对中央和省脱贫攻坚考核指出问题，逐一查
漏补缺补齐短板，6月底前确保所有问题全
部整改到位。疫情特殊时期，对特困群体给
予特别关爱。全面落细落实低保、医保、养
老保险等综合社会保障政策。密切关注受
疫情影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生活陷入困
境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和因疫致贫返贫的
群众、贫困学生，给予特别帮助。

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
功。虽经过前几年的奋力攻坚，我省农村贫
困人口已由 2012 年的 767 万人减少到
2019年底的19.9万人。但，全面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实施脱贫攻坚挂牌督战，攻克贫困最

后“堡垒”。我省根据2019年底建档立卡人
口规模、未脱贫人口和贫困程度等因素，对
脱贫难度较大、巩固脱贫成果任务较重的
县、村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超过500人
的安置点进行挂牌督战，及时解决制约脱贫
的突出问题。

省里早部署，各地在行动。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正集中精力查找漏洞和缺项，
一项项整改清零，一户户对账销号；邵阳市
对剩余贫困人口分类管理，实行“一人一案”

“逐户过堂”。
2月27日，宜章县鸡公坦村贫困户杨名

高坐在家里眉头紧锁。2015年，杨名高申请
5万元扶贫小额信贷，发展黄牛养殖，今年3
月份到期。受疫情影响，春节期间，牛没卖出
去，没钱还款。2月28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印发《通知》，要求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
明确对确因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贫困户，
经扶贫部门和承办银行核定，可延长不超过6
个月的还款期限。杨名高得知消息后，紧锁
的眉头舒展开来。“党的政策好，我们脱贫致
富信心足。”杨名高说，他要马上整理材料，向
当地扶贫部门和承办银行提出申请。

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虽然遭遇新冠肺炎，但现在省里政策
足、举措硬，各地推进力度大、干部群众士气
高，全省将确保脱贫攻坚战完美收官。

两场战役一起打 如期脱贫不动摇

赶制餐饮
订单产品

3月1日，双峰县
石牛乡石牛山社区，
工人在晾晒半成品竹
筷。最近，不少餐企
开始提供外卖服务，
一次性筷子需求增
加。连日来，该县多
家竹木加工企业在抓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积极复工复产，赶制
餐 饮 订 单 产 品 。

李建新 罗幸
摄影报道

抗“疫”群英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