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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袭来，门店关闭、禁止堂食，餐
饮业按下了“暂停键”。

如今，复工复产提速扩面，餐饮行
业逐渐回暖。作为致力为人们创造美
好生活、用科技赋能生活服务行业的互
联网公司，美团与湖南相关部门联手打
出“组合拳”，助力湖南餐饮复苏。

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 3月 31
日，湖南餐饮商户复工率达 83%，创春
节后新高。

加速餐饮线上转型
疫情期间，餐厅门店客流骤降。美

团响应政府号召，快速开放“12 小时闪
电通”服务，帮助湖南餐饮商家快速入
驻美团外卖；同时给已入驻商家提供流

量扶持及运营指导，推出无接触配送服
务，全流程保障食品安全。

主打中高端商务宴请的湖南头部餐
饮品牌徐记海鲜，疫情期间湖南21家门
店全部关停。徐记海鲜区域负责人徐伟
说，根据美团外卖数据，疫情期间，餐厅
上线的3至4人的家庭聚餐产品广受欢
迎，外卖销量比疫情之前还增加了20%。

堂食开放以后，美团通过数字化能
力，引导餐饮商家将防疫安全举措流程
化、标准化、线上化，并为符合条件的餐
厅门店提供“安心餐厅”标识。徐记海
鲜上线安心餐厅，恢复营业近一个月，
堂食逐步开放。

线上直播助力复工复业
3 月 6 日，为帮助餐饮服务单位有

序复工复产，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沙市饮食安全协会联合美团开展系
列公益直播培训。

在直播现场，美团大学讲师卢杨从
经营场所环境要求、采购进货管理等方
面，帮助餐饮服务管理者厘清工作思路
和要求。

“美团大学的老师讲了很多实用的
食品安全知识和防疫指南，有干货有观
点，让我们受益良多。”参加本次培训的
餐饮商户纷纷表示。

据统计，共有约 3 万多人次参与本
次培训，学员包括餐厅负责人、学校后
勤负责人、食堂管理者等。

政企携手提振消费信心
如今，湖南疫情趋于稳定，复苏消

费成为当务之急。
3 月 20 日，经长沙市市场局指导，

开福区政府联合美团推出“安心消费
节”，让利给消费者。双方还以“安心”
为纽带，推出“安心消费节”“安心保障
措施”等活动，帮助商户恢复经营信心，
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为保障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正常
生活，美团与湖南相关部门一直开展着
密切合作。

除联合开福区政府推出“开福消费

季”、给餐饮企业开展复工培训外，早在
2月 11日，湖南省商务厅就提出相关部
门应给美团便利通行，以保证人民生活
必需品的交易及配送。

2 月下旬，美团在湖南政府相关部
门的指导下推出“春风行动”，帮助餐饮
企业转战线上自救，并推出安心餐厅、
安心码等，用可视化手段展现卫生防疫
及食品安全标准，提振消费者信心。除
湖南外，美团“春风行动”还将在全国各
地发起“安心消费节”活动，以线上补贴
拉动线下消费。

“湖南各级政府既切实关爱餐饮企
业，帮助企业做好复工各项准备工作，
还营造安心的复苏环境提振消费信心，
给生活服务业的全面复苏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美团点评副总裁兼美团研究
院院长来有为表示。

推出“春风行动”，开展复工培训、打造“开福消费季”……美团打出组合拳助力湖南餐饮复苏

政企携手，重新升起城市“烟火气”

(美团供图)

疫情期间美团外卖推出无接触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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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黎小湘

“老师，我有点不舒服！”4月1日
下午，慈利县第一中学535班教室内，
25名“学生”正在“上课”。一名“学生”
突然举手发言，声称自己有不明咳嗽
并伴有发热现象。

老师立即停止上课，赶紧拨打校
医电话并报至学校……不到2分钟，该
名“学生”被医护人员带到隔离区进行
检测和就诊，其余的“学生”则被有序
疏散至篮球场。紧接着，身穿防护服的
后勤消毒人员对教室进行全面消杀。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慈利一
中279名教师在进行一堂突发疫情演
练课，也是该校一堂为应对 4 月 7 日
高三学生复课、教师复岗的必修课。

记者在现场看到，所有佩戴口罩
的“学生”间隔一米有序入校，在经过
第一道关口热成像测温系统检测后，
体温正常者通过人脸识别闸机通道进

入学校，体温异常者则由医务人员带
往校门外的临时隔离区进行医学检
测。在随后的进教室、就寝等环节，“学
生们”也必须接受体温检测、信息登记
后方可进入。

“重新对教室和宿舍人员进行划
分，避免扎堆和聚集。”慈利一中学政
教室主任、此次演练总导演康勇告诉
记者，疫情期间，学校按照每个教室25
名学生的标准，每个班级被拆分成两
间教室上课，宿舍由 8 人间改为 4 人
间，就餐坚持分时、分段、分区域原则，
实施列队取餐、间隔就餐和无声进餐。

据悉，为了开学安全，县里从人民
医院、中医医院以及各乡镇卫生院选
派70名医护人员，进驻全县义务教育
阶段中心完小以上学校、民办学校开
展疫情防控工作。

演练中，驻校医护人员代小娟也
加入其中，与校医、心理辅导员一起驻
守在校门外的临时隔离区，完成各项
难度“工作”。

复学前，老师们演练突发“疫情”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我们回家啦！”4 月 6 日上午，郴
州市支援湖北黄冈医疗队39名队员结
束14天隔离休整期，与家人团聚。

2 月 11 日，郴州医疗分队集结出
发，对口支援黄冈，后接管大别山区域
医疗中心湖南重症医学科。在黄冈期
间，医疗队员同时间赛跑、与疫魔较

量，经40多天艰苦奋战，圆满完成救治
任务，同时实现队员“零感染”。3月22
日，郴州医疗分队撤离黄冈，平安返回
郴州，随即进行隔离休整。

这39名医疗队员分别来自郴州市第
一、第三、第四人民医院及湘南学院附属
医院。4月6日上午，他们的同事、家人早
早来到隔离酒店门口等候。医疗队员从酒
店出来后，大家上前拥抱，并送上鲜花。

“你们和你们的家人都付出很多，

我代表医院感谢你们！”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党委书记黄仁彬动情地说。

“今天可以回家了，太高兴了，我好
想吃妈妈做的鱼。”医疗队员樊柯麟摘
下口罩，露出了美丽的面容。她说：“欠
家人一顿团圆饭，今天可以补上了。”

“这两个月你瘦多了！”郴州医疗
分队副领队、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ICU
副主任护师曾拓业的老公一把抱起
她，一双儿女也抱着她亲了又亲。“妈

妈是奥特曼，打败了怪兽！”4岁的儿子
刘骏扬奶声奶气地说，“我和姐姐准备
了礼物，到家了给妈妈惊喜！”

“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党和人民
给了我们很多荣誉，内心甚为感动，我
们将再接再厉、履职尽责，继续为百姓
健康保驾护航。”谈起自己的感受，曾拓
业说，接到援助黄冈的通知后，她第一
时间写下“请战书”，家人都非常支持。
现在结束隔离，她要好好陪陪家人。

郴州39名支援湖北黄冈医疗队队员结束隔离——

“我们回家啦”

湖南日报4月6日讯
（记者 肖霄）“终于能够回
家和亲人团聚了！”4 月 5
日上午，邵阳市 86 名援鄂
医疗队员经过14天的集中
休整，解除医学观察隔离，
所有队员各项指标检查未
见异常，无不适症状，无一
例感染。

在邵阳华天酒店，一
簇簇鲜花，一条条披红，一
句句问候，让队员们感受
到与亲人、同事久别重逢
的幸福。

医疗队员李辉的爱人
一早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酒
店 等 候 。“ 爸 爸 ，我 好 想
你！”见到李辉，女儿李诺
汐立马跑到跟前撒娇，一
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见到家人的感觉真
好。”医疗队员邹小风与前
来迎接她的同事相拥而泣。

“辛苦了，瘦了好多。”同事
们看到分别 69 天的邹小
风，都十分高兴。

疫情发生以来，邵阳市
共派出3批医疗队87人支
援湖北。该市疾控中心专家
罗平于3月30日返湘，目前
正在长沙休整，休整完毕后
将回邵与家人团聚。据悉，
经过 50 多天的日夜奋战，
邵阳医疗队共收治确诊病
例 236 人，治愈出院 232
人，圆满完成救治任务。

邵
阳
援
鄂
医
疗
队
队
员
解
除
隔
离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欧阳
倩 通讯员 吴祎玮）4月2日下午，长沙
市雨花区李家塘高速收费站出口，道路
两旁拉起了“欢迎群英会援鄂志愿者凯
旋归来”的横幅，数十名居民群众挥舞
着红旗，迎接雨花群英会援鄂的4名志
愿者——李海军、车爱飞、李亮、何刚。

51岁的李海军是湖南邵阳的退伍
军人，也是一位从事救灾工作12年的
志愿者。从“5·12”汶川地震，到“4·14”
玉树地震，再到“4·20”雅安地震，他的
救灾足迹遍布全国大江南北。当得知
武汉决定修建雷神山医院后，李海军

与志愿者车爱飞主动报名，加入了雷
神山医院电缆敷设工作的队伍，抱着

“我多做一点，医院就能早一刻建成，
就能救更多的人”的信念，他们连续奋
战13个日夜。

2月上旬，雨花群英会筹集了一批
空气消毒机、杀菌净手器等防疫物资
支援武汉，群英会志愿者李亮主动“请
战”，与志愿者何刚一起驱车前往武汉

输送物资。
2月14日，完成雷神山医院工地的

任务后，李海军、车爱飞、李亮、何刚4人
又转战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做志愿服务，
为医务人员提供后勤保障。李亮开着贴
着“众志成城 武汉加油”大字的小车,奔
波在街头，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
他每天志愿服务超过10个小时。每次
当“专车司机”完成接送后，李亮都会留

下一句话“用车找我，随叫随到”。当对
方感激地问起他的姓名时，他总是笑着
回应：“我是湖南志愿者！”

当天，雨花区举办了一场欢迎仪
式，为他们送上鲜花与防疫物资，听他
们分享防疫一线经历。“感谢英雄勇敢
逆行，也感谢他们平安归来，这种无私
奉献的精神将在雷锋家乡接续传承。”
群英会理事长傅强说。

4名雨花群英会援鄂志愿者返乡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张颐
佳 通讯员 陈雅静 陈娟）“同心战疫，
湘品出海”，长沙市开福区4月3日举
办防疫物资跨境出海线下培训会。阿
里巴巴国际站、外贸链公司和20余家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会上面对面交流。

据阿里巴巴国际站1.5亿注册用
户大数据显示，随着疫情扩散到全球
205 个国家地区，国外口罩、防护服、
呼吸器械等需求激增。数据显示，诊断
检测类设备增长 629%，洗手液等洗
手物资需求增长1350%。

开福区是医药物流和医药健康产
业聚集区，2019 年销售突破 260 亿
元，占全省的三分之一。面对国际疫情
的严峻形势，开福区商务局和区物流
口岸办积极介入，帮助企业申请国际
资质，走出国门开辟跨境新蓝海。

目前，湖南佳林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湖南迪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等11
家开福企业生产的口罩、新冠肺炎检
验试剂盒已通过德国CE认证；湖南特
瑞精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湖南恒昌
医药有限公司等7家开福区企业已获
得国家药监局的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书；湖南新亚胜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氟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25家企业
正积极申办防疫物资出口业务资质。

据了解，国际市场奇缺的医疗物
资包括消毒物品、防护用品等 5 大类
100多个品种，阿里巴巴国际站日均需
求单在3万条左右。开福区将建立“一
对一”帮扶制度，商务局联合口岸办、
食药监、海关等部门进一步深入企业
解决困难，助力企业拓展外贸业务，积
极抢占国际医用物资市场出口份额。

同心战疫 湘品出海

开福区助力医疗防疫物资跨境出海

通讯员 周亚东 周灏坤 何勇
湖南日报记者 张咪

“以前，包括各类小矛盾、小纠纷，
五星社区每个月约有10起报案需要处
理，现在减少了一半。”近日，株洲云龙
示范区云田镇五星社区居民纷纷表示，
现在的邻里关系更和谐了。

去年9月，在原有的“一社区一辅警”
警务模式基础上，云田镇派出所选派副
所长文镜锋兼任云田镇柏岭社区、五星
社区党支部兼职委员，选派民警刘畅负
责基层警务融入党务政务，开启了社区
服务与治理的“民警变‘村官’”模式。

“当了‘村官’后，辖区群众与我们的
互动变多了。”文镜锋说，前几天五星社
区两位居民因为琐事吵闹，刘畅及时上
门调解，最终两人握手言和。这一改革举
措，可以让民警更及时地发现隐患、矛盾
的苗头，尽量将其消除、化解在初级阶
段，群众的满意度得到很大提升。

有了成效后，云田镇开始全面推广
这一模式，在辖区内9个社区，全部选派
民警到社区兼职。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你到派出
所说明情况，接受处理。”近日，有群众
反映，高福社区监督服务微信群内，有
村民传播淫秽视频，引起大家的不满。
云田镇高福社区党总支兼职委员、社区
民警李涛立即处理，对当事人进行训诫
教导，并要求他写书面检讨。从接到举
报到处罚当事人，不到半天时间。

“民警出任村官后，很多案件得到
快速处理，提升了办事效率。”云田镇相
关负责人介绍，新的身份，让民警多了
一份责任，主动下社区，积极了解群众
的基本情况和诉求。

除了当好“村官”外，云田镇派出所
所长黄瑶要求各社区的民警“村官”，每
周为社区居民办一件实事。

“以前，在社区的日常管理中，民警
更多的是局外人，现在则变成一家人。”
刘畅介绍，兼任“村官”后，社区的大事
小情，民警可以直接参与；民警遇到什
么问题，可以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商讨
解决方案。

柏岭社区一位村民因历史遗留矛
盾，经常到社区吵闹，民警屡次出面，但
只能平静一时。兼任“村官”后，文镜锋
一方面对其加强法律教育，同时与社区
干部一起，积极帮助他解决问题，矛盾
最终得到化解。

“社区没有执法权，出现矛盾只能

依靠劝导，往往事倍功半。民警有执法
权，但容易引起当地居民的抗拒心理，
不利于问题从根源上解决。”文镜锋介
绍，兼职“村官”后，这种现象明显改善。

“有‘村官’的人情味，也有执法者
的法律权威。”刘畅说，两者结合，让自
己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警务与党务、村务融合后，更便于
整合资源，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黄
瑶介绍，在抗击疫情中明显感觉到，民
警派驻社区后，警民联动更紧密，工作
开展更顺畅。

“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拉近了社区
民警和群众的距离，有效改善了原本社
区警务工作与社区主体工作脱节的情
况。”黄瑶说。

民警也是“村官”
——株洲云龙示范区开启社区治理新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李会生 李宇立

4 月 3 日傍晚，正在祁阳县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的杨军平，再三向记
者表达对大家的感激之情。主治医
生表示，民警和卫生院医务人员及
时施救，为抢救生命赢得了宝贵时
间，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4 月 2 日 12 时许，祁阳县进宝塘
镇大雨滂沱，进宝塘派出所民警接到
110 指令，称一中年男子晕倒在该镇
大富村路口，生命垂危。

派出所教导员周学君立即拨打县
120急救中心电话，与派出所、大富村
驻村辅警分别赶往现场。经了解，倒地
男子是进宝塘镇石云村 49 岁村民杨

军平，因哮喘病发作晕倒在地。只见他
紧闭双眼，浑身抽搐，呼吸困难，情况
危急。

周学君得知，120急救车赶到还要
一段时间，必须先行抢救。情急中，周学
君想到先送杨军平到镇卫生院救治。

进宝塘卫生院值班副院长申红元
接到电话，立即准备好氧气罐、哮喘
药、葡萄糖等。

由于正值清明期间，大富村路口
人多车多，周学君安排大家疏导交通，
向过往人们说明原因，很快开辟出一
条生命通道。

周学君驾驶警车迅速把杨军平送
到镇卫生院，经过紧急救治，杨军平紫
色的脸庞逐渐变淡。120 急救车赶到
后，大家把杨军平送上救护车。

与死神赛跑
▲ ▲（上接1版）

在三楼“投资建设”专区，发改、财
政、住建、环保等近10家单位实行“受
办分离”，即政务中心负责前置服务，
职能部门负责后台依法依规审批，通
过科学分工，群众不直接与职能部门
接触，减少“跑腿”。

“总局推出纳税服务综合管理平
台，平江在全省率先提前一个月试
行。”四楼税务专区，平江县税务局局
长袁光辉介绍。刚到达自助办税区20
分钟的成衣店店主余剑松坐在综合服
务窗口，由工作人员何英娜手把手教，
学习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使用方法等。
余剑松高兴地说：“以后不用出门，在
家就能自助办理税务了！”

“所有环节一个地方、一次性办
结，刻章、复印、照相全免费。这样的便
捷服务与服务态度超出我的想象。”一
位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对记者说。

在公安服务专区，记者遇见年近

花甲的警察喻坚松。10 年前，县公安
局将他调到政务中心公安服务窗口，
患有高血压、今年底将退休的他仍坚
持每天第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

平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罗今
昔介绍，政务服务中心成立于 2006
年。去年，县里投资近 6000 万元，迁
移改造服务处所8000平方米，139个
办事窗口配足300余名高学历工作人
员，为提速增效打下坚实基础。“我们
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群众
办事。”罗今昔目光灼灼。

据了解，平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积极推行“1 件事、1 次办、0 成本”的

“110工程”，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方
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该局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作获国务院
办公厅肯定。

群众办事越来越便捷，效率越来
越高，速度越来越快。一个上午，前来
办事的群众无不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4月6日，宁远县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琴和男友
甜蜜相会。

李萍 刘黎英 摄影报道

4月6日，宁远县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李芳幸福享
受女儿的亲吻。当天，该县4名援鄂医疗队队员在隔离休整期
满后返回单位，受到热烈欢迎。 李萍 刘黎英 摄影报道

4月6日，道县某小区，抗疫英雄罗辉（中）受到小区居民
的热情欢迎。当天，永州市第二批援鄂医疗队的38名队员在
隔离休整14天后，与家人幸福团聚。 蒋克青 摄

4月6日，蓝山县中心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彭锦玲（右一）
与分开了50余天的家人团聚。当天，经过14天集中隔离，彭
锦玲返回家乡。 杨雄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