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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人民日报记者 杜若原 孙超 王云娜

3月4日，湖南122个县市区中，疫
情低风险地区扩大到105个。截至3月
5日，湖南6个地市实现累计确诊病例
清零。截至3月6日，湖南新冠肺炎患
者治愈率达92.63%。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湖南持续向好。

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疫情防控不能松，复工复产
不能等，脱贫攻坚劲不松。湖南省委
主要领导的话掷地有声：“要在战争中
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变遭
遇战为主动战”。三湘大地上，两场同时
进行的战斗全面打响。截至3月3日，
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15776户，
复工率达到98%。

政府跑腿 防控到位
防疫联络员助力复工复产

“你们不用跑过来，直接把车辆资
料发给我，我来帮你们办！”接到浏阳
经开区蓝思科技企业负责人的电话，
曾臻直奔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开好相关证明后，又驱车送回企
业。

曾臻是浏阳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副主任。疫情发生后，他兼任浏阳经
开区蓝思科技驻企防疫联络员。“新
官”上任，先把安全关。上岗第一天，
曾臻就查看了企业食堂和厂区各出入
口的情况，及时堵住隐患：“出入口附

近还有一些无证摊贩，我当即请求相
关部门排查周边所有门店、摊贩，把好
食品安全入口关。”

为疫情防控加油助力，蓝思科技
上马口罩生产线。设备采购好了，相
关原材料却还没着落。“已和相关企业
签订了定向采购协议，但对方不能马
上供货，我立刻通过招商引资的渠道，
搜寻全国原材料供应商名单，提供给
采购部经理。”曾臻说。

从 2 月 11 日起，湖南从省、市、县
机关单位选派一批干部到企业担任防
疫联络员，他们既是防疫观察员，又是
企业服务员。目前，已有超过2万名像
曾臻这样的防疫联络员，他们活跃在
2.5万家企业，为企业解决原料、用工、
运输等问题7.1万个。

2月18日，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
中铁十一局常益长铁路一分部一工区
项目指定隔离点，开来一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采样车。项目部70多名拟复
工人员接受了采样检测。“常益长铁路
项目是省重点项目，第三方检测公司
派人上门检测，为复工上了双保险。”
该工区计划合约部部长陈华东说。

为打通物流“肠梗阻”，长沙市开
福区为 14 家快递机构 1500 多名物流
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筛查。持有健
康证明的快递员，只需向小区物业人
员出示检测报告，进行体温测量和车
辆消毒后，就可进入小区。

湖南各地将筛查关口前移，鼓励
复工复产企业组织员工进行核酸检

测，目前已累计送检29万例，构建起厂
区、园区防输入防扩散的科技屏障。
截至3月4日，全省没有一例因复工复
产而引发的新冠肺炎病例。

龙头带动 行业跟进
激活产业“链”式反应

3月3日，走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重要企业——德国舍弗勒湘潭制造基
地，冲压机轰鸣作业，年产90万台离合
器的生产线开足马力。舍弗勒湘潭有
限公司厂长钱胜广说：“目前复工率达
到 89.2%，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我们对后期市场依然看好。”

舍弗勒复工的同时，同在湘潭经
开区的产业链下游企业——吉利汽车
2 月 18 日正式恢复生产，19 日实现全
线生产。在总装车间，无人智能小车
来回运送各类设备，工人控制机械臂
将设备装入车内。在这个车间，下线
一台汽车只需要100秒。

当地政府出台奖励政策，按照企
业 2 月底前到岗人数给予一次性防疫
物资补贴和交通补贴。在湘潭交通发
展集团的帮助下，吉利汽车“厂门对家
门”，用大巴车从湘西等8个市州接回
200多名员工。

吉利和舍弗勒两家行业关键性企
业的带头复工，半个月内，湘潭上千家
汽车及零部件配套企业复工，一条千
亿级汽车产业链逐渐复产。▲ ▲

（下转3版②）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98%

湖南 打好防疫和复工两场硬仗

湖南日报3月 7日讯（见习记者
龚雅丽 邢骁 通讯员 黄小红 肖同
权 黄配）连日来，钟南山、王辰等院士
专家团队为我省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例
进行远程会诊，指导救治。

3月7日上午，钟南山院士专家团
队在广州为娄底市中心医院收治的两
例新冠肺炎危重症病例进行远程会
诊。这也是娄底首次和国家高级别专
家组开展危重症病例远程会诊。

两位省级驻娄重症病例救治医疗
专家组成员，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杨吉军教授和湖南省人民医院韩小彤
教授分别汇报了两例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情况。远程会诊历时3小时，钟南山
院士对娄底市危重症病例的救治情况
给予充分肯定，他说：“你们的工作做
得非常细致，大家继续努力！”

3月6日下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新冠肺炎国家
专家组专家王辰，视频连线省、市医疗
专家团队，为收治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北
院的两名危重症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两名危重症患者年龄分别为66岁、
73岁，合并了严重肺部感染、呼吸功能
衰竭、多脏器功能受损等复杂情况，治
疗棘手。目前，医院对其进行积极抗
感染治疗、气管插管、机械通气、CRRT

（连续性肾替代治疗）等治疗，其中一
名患者还给予ECMO（体外膜肺氧合）
治疗。

视频会诊中，王辰根据两名患者
的具体症状及治疗难点，进行分析及
解答，并给出相关对症治疗措施、具体
用药等指导。“王院士还跟我们讲解了
对患者临床使用康复者的血浆、干细
胞治疗等新方法。”长沙市第一医院呼
吸医学中心主任汤渝玲介绍。

视频连线结束后，省、市医疗专家
团队就王辰给出的治疗思路进行深入
讨论，将结合王辰的指导意见制定最
佳治疗方案，全力救治患者。

钟南山、王辰等院士团队连线湖南
以最佳方案全力救治娄底、长沙危重症患者

抗疫战场上的“铿锵玫瑰”
——四位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的战“疫”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你若安好，便是我愿。
疫情期间，全省广大妇女同胞巾帼

不让须眉，坚守各自岗位，为抗击疫情默
默奉献，守护岁月静好。

三八妇女节前夕，记者选取4位2019
年度湖南省三八红旗手（标兵），讲讲她们
的抗疫故事，展示“铿锵玫瑰”风采。

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唐友妹：
疫情防控春耕生产“两不误”

3 月 4 日，省三八红旗手标兵、冷水
滩区高溪市镇王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唐友
妹带领村民正式启动春耕生产。

从疫情防控到春耕生产，唐友妹

一直忙碌着。大年三十起，唐友妹就
带领村干部和党员挨家挨户摸排登记
外来和返乡人员情况、宣传普及防控
政 策 和 防 疫 知 识 、多 方 筹 集 防 护 物
资。对于从湖北返乡的村民，她一方
面严格落实封闭隔离措施，同时热心
当好“采购员”，每隔两天就为被隔离
家庭送上所需的生活物资，及时帮助
解决他们的困难。

村里有对不到 5 岁的双胞胎姐妹，
母亲因难产去世，唐友妹一直把她们当
成自己的孙女，并为她们取名“平平、安
安”，关注着她们成长。疫情期间，唐友
妹百忙中依然不忘关心她们的生活，给
她们买来奶粉和水果，并每天了解掌握
她们的生活状况，确保健康成长。正是
在她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下，王

家冲实现“零感染”。
随着春耕时节来临，唐友妹又忙着

组织村里的生产工作，并想方设法帮助
解决所需的生产物资。如今，村里的13
户种粮大户都备齐了种子和化肥，水利
设施也修整完毕。唐友妹说：“播下种
子，就播下了希望。”

省三八红旗手尹艺霖：
连轴生产只为守护“白衣

天使”安全

3月7日，15万只口罩、7000多件防
护服，又从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调拨到全省。如今，该企业每天以
这个数量源源不断地生产防护物资，并
运往全省各地。

▲ ▲

（下转7版）

专列运送返岗人员
▲3月6日，K4534次会同至浙江杭州东务工返岗专列

开行，共载有350名务工人员。 张镭 摄

鲜花献给“白衣战士”

▲

3月7日，湖北省麻城市，花艺师为湖南支援黄冈医疗队员和当
地医护人员准备鲜花，作为“妇女节”献给她们的一份特殊礼物。（详见
6版）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邹晨莹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周月
桂）受疫情影响，永州市1.06万吨香芋

“卖难”，省商务厅获悉后，迅速协调电
商平台京东进行对接，目前，京东生鲜
部正在做包装和物流方案。

为有效破解受疫情影响农产品滞
销难题，省商务厅创新思路举措，组织
电商平台与农业龙头企业加强农产品
产销对接，帮助解决生鲜农产品“卖
难”“买难”“运输难”问题，畅通农产品

“出村进城”通道。
疫情发生以来，省商务厅已在湖

南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了 1300 多
条生鲜农产品“卖难”“买难”“运输

难”等信息。对于各市州核实后反
馈的信息，省商务厅根据生鲜瓜果、
存储时间等因素进行有效分类，转
发给阿里、京东、兴盛优选及步步高
等电商平台或商超，协调尽快联系
对接采购销售。经过多方联动，各
类急需销售的生鲜果蔬均在有序销
售。

各地商务部门积极发挥本地电商
企业的作用，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慈利县中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全力当
好当地村民疫情期间物资配送和农产
品销售的“搬运工”，通过自建的“十里
团”社交电商平台，开通了10条农村物

流配送线路，服务223个村点。江永县
以邮政物流为基本保障，打通产销等
各个环节，实现供需精准对接销售，截
至目前，全县已销售砂糖柑 1200 吨。
通过“线上电商微商、线下门店超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累计销售水腌菜
等蔬菜24万多公斤。

各大电商平台及企业积极响应，
迅速行动。京东在我省启动助农“暖
春行动”，深入到张家界、湘西州多个
县市，收购销售椪柑550多万公斤，销
售蔬菜80多万公斤。疫情期间，兴盛
优选882家服务站恢复运营，累计销售
蔬菜4503.662万单，金额3.1亿元。

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通道

湖南电商助农在行动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今年满打满算还有不到10个月的
时间，按日子算就是300天，如期实现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必须尽早再动员、
再部署”。全国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期，
党中央就脱贫攻坚工作召开十八大以来
最大规模的会议，本身就是极为鲜明的
信号：号令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大决
心、更强力度，确保脱贫攻坚总攻战取得
最后胜利。

在湖南，中央的座谈会刚一结束，省
委随即召开会议，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体会，要求全省各地在毫不
放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聚焦当前脱贫
攻坚存在的短板弱项精准施策、全力攻
坚，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这真正体现出了“事不宜迟、马上就
办”的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国人民的郑重
承诺，是没有任何退路、不能搞任何弹性
变通的重大任务。如今，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攻坚战”与“阻击战”叠加一处，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取胜的难度，考验着我
们的信心，更检验着我们的战斗力。

湖南是精准扶贫理念首倡地，更需
要表现出“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政治品格，更需要以“不获全胜
决不收兵”的信心实现“首创之为”。经
过多年不懈努力，湖南脱贫攻坚已拥有
决战决胜的有利态势：51个贫困县已全
部脱贫摘帽，贫困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
率降至0.68%；但必须清醒看到，全省还
有近 20 万未脱贫人口，尽管规模不大，
但都是坚中之坚、难中之难，部分贫困群
众脱贫内生动力还不够强，“三保障”和
饮水安全有待继续加强，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等还有很
多艰苦工作要做，尤其是疫情给稳定扶
贫成果带来了新的冲击与挑战。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
就能打赢的，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巨，决不能松劲
懈怠。”确保决战决胜，必须瞄准主攻点。
早在2月10日，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发出

“两场战役一起打、如期脱贫不动摇”的战
斗动员，要求聚焦重点、短板和弱项，乘势

而上，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这次
省委会议明确提出，我省脱贫攻坚中的短
板不足和困难问题，就是发起最后总攻时
需要瞄准的靶心、必须攻克的堡垒。

日前，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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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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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一项项，都是为了坚决
克服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目前，全省 105 个县市区已降
至低风险等级，尤其是张家界、怀化、湘
西州等市州率先实现确诊病例“清零”，
客观上为发起脱贫攻坚的总攻战，抢回
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打赢脱贫攻坚战，讲的是政治、干的
是民生、促的是发展、稳的是大局。目
前，胜利在望，但未竟全功；接力奔跑，仍
需奋力冲刺。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总攻令已发出，战鼓已擂响，“弹药”已
备足到位，就看我们如何冲锋陷阵、闯关
夺隘了。

再擂战鼓，只为决战决胜
——一论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
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
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

●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
从决定性成就到全面胜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
巨，决不能松劲懈怠。

●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

有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扶上马送一程。可以考虑设个
过渡期，过渡期内，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
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主要政
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撤。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

——2020年3月6日，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强调

战鼓催征急 攻坚不畏难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苏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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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惊蛰。春风拂面来，战鼓催
人急。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如
春风送暖，如战鼓擂响，在全省脱贫攻
坚一线引发热烈反响。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总
书记的讲话，让扶贫工作队、对口帮扶
企业的同志们感同身受，充满自豪。

“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
人口，扶上马送一程。”贫困村的村干
部和许多仍奋斗在脱贫征途上的贫困
户，通过电视、广播、移动客户端、网络
等各种方式收听收看总书记讲话，心
头倍感温暖，脚下顿添力量。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的勇气和担当，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的收官战，兑现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埋头苦干实干 攻克最后堡垒

“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总书记
发出动员令，湖南广大党员干部遵令
而行，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埋头
苦干实干，攻克最后堡垒。

3月6日下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结束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学
习交流如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明确下一
步努力方向。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会上强调，当
前，我省 51 个贫困县已整体实现脱
贫。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
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我们必须
清醒看到发起脱贫攻坚最后总攻还存
在的短板不足和困难问题，这就是需
要瞄准的靶心、必须攻克的堡垒。打
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实干，关键在作
风。

目前，我省还剩余 19.9 万贫困人
口。完成这部分群众的脱贫攻坚任
务，是我省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
头”。

今年来，脱贫攻坚战遇上疫情防
控阻击战，攻克最后堡垒困难加大。
省扶贫办主任王志群逐字逐句领会总
书记重要讲话，思考着如何才能“绷紧

弦、加把劲”。王志群说，全省要在产
业、就业、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消
费扶贫、扶贫扶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综合施策持续发力，确保6月底前，
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娄底市委书记刘非表示，将坚持
目标导向，压实县市区属地责任、行业
单位行业责任、驻村后盾单位攻坚责
任，着力补齐脱贫攻坚的短板。想方
设法把疫情对贫困群众造成的损失降
到最低，决不能因为疫情而造成新的
致贫返贫，坚决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新田县委书记唐军、桑
植县委书记刘卫兵表示，将继续瞄准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夺取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组织产销对接，多渠道解决因疫
情影响致使农产品出现的卖难问题。”
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城步苗族自治
县委书记罗建南表示，将利用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和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帮
助销售贫困群众生产的特色农副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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