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力战“疫”扛大旗
——共抗疫情·湘企先锋系列报道之七

暑气日增，江河渐满，一个热情洋溢
的夏天正徐徐展开。沧海横流，方显英
雄真本色，在疫情阻击战中，湖南药企的
青春力量完美绽放。

疫情发生以来，湖南达嘉维康医药
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华润

湖南医药有限公司、老百姓大药房、益丰
大药房等一批医药生产流通企业以高度
的政治觉悟和行业责任，紧急调运口罩、
药品及检测设备，坚持生产不停工、营销

“不打烊”，用使命诠释生命的厚重，用责
任铸就防控的屏障，用担当点亮希望的
灯火，高扬起“大难有大爱”的抗疫大旗，
谱写了“患难见真情”的抗疫赞歌。

“一切以老百姓的健康为首位，尽
一切力量调动货源，全力保障医疗机
构、药店的供应，我们要千方百计、竭尽
所能，充分保证社会的供应需要，为政
府分忧，为百姓分担。”湖南达嘉维康
医药集团董事长王毅清的这番话彰显
了企业的担当和责任。

疫情发生以来，达嘉维康以高度政
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严格按照省防
疫物资保障组的部署安排，牢记使命，
扛起责任，决战疫情防控第一线，全力
保障抗疫物资的供应配送。

高度重视，抗击疫情一盘棋。疫情
初始，达嘉维康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集中公司全部力量，确保防疫
物资货源充足配送及时，为各市州医疗
机构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工作。其中，统
购收储口罩 500 余批次，共 1648 万余
只。

保供稳价，抗疫前沿阵地；争分夺
秒，采购配送高效率。公司全省多家药
店坚持营业，确保所有防疫物资不涨
价，确保每一个到店顾客能购买到急需
的口罩、抗病毒口服液等医用品；另一
方面，公司紧急委派多路精干人员前往
上海、河南等各地厂家蹲点采购急需的
医用品。

其中公司采购的第一批医用防护
服160套，1月30日清早送到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被分配到省内重症患者
救治医院，填补了全省无一套医用防护
服的空白，为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生
命安全与健康提供了保证，推进了重症
患者的救治工作。

疫情期间，国药湖南坚决贯彻落
实湖南省委省政府的相关工作要求，
将药品、物资供应保障作为工作重中
之重，切实履行中央企业的责任和担
当，全力以赴夺取疫情防控总体战、阻
击战的胜利。

“药来了，我们就不怕了。”听到这
句话的先锋突击队员黄海翔红了眼
眶，也坚定了“逆行”的决心。从大年
廿十九开始，他每天的任务就是驱车
往返于长沙总部和永州各个医院之间
配送医药物资。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去。疫情发
生后，国药湖南第一时间快速响应，
启动储备应急预案，在本部及各子公
司成立了以党员和干部为核心的“先
锋突击队”（共计 426 人），充分发挥
党员干部们在抗疫阻击战中以身作
则、勇担先锋的核心作用，全力以赴
阻击疫情。

困难面前显担当，越是艰难越向
前。作为医药企业，国药湖南制定了
详细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建立了较
完善的疫情防控工作机制。在了解到
湖南对口支援黄冈抗疫物资运用的困
难之后，国药湖南毅然接下了这一艰
巨任务，并在第一时间成立专门工作
小组，调配资源、协调车辆、办理绿色
通行证，全面跟进车辆安排、运输保
障、装货卸货等重要节点工作，形成了
常态化的医疗物资运输，快速高效地
搭建起一条湖南驰援湖北的“绿色通
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华润湖南
医药作为红色央企和省政府指定的药
品储备企业之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部署药品器械供应保障方案，强化应
急医药物资储备，全力以赴投入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放弃团聚机会，大年初三起开门
营业，只为保障患者用药需求；冒着

“受感染”的风险，只为全力守候民众
健康；远距离接力配送，只为患者不间
断的周期性用药……平凡之中见大
义，往返之间显担当，这就是华润湖南
医药战“疫”的真实写照。

“政府统筹防疫物资一律平进平
出，防疫物资执行零利润政策。”华润
湖南医药总经理王永辉表示，疫情期
间，华润湖南医药最重要的一项职能，
就是对政府统筹防疫物资进行即时、
精准地配送。

守土有责不退缩，疫情当前勇向
前。疫情前方，华润湖南医药副总经
理朱宇军等人“驻扎”在政府办公现
场，结合企业优势、专业能力，为防疫
物资的精准快速配送等工作提供有价
值的建议；疫情后方，华润湖南医药成
立了 48人的“快速发放政府防疫物资
先锋小分队”，防疫物资在生产企业一
下线，便运输到华润湖南医药仓库；华
润湖南医药清点后再向上报送数量，
政府当即分配，公司立刻下账，时刻与
疫情争分夺秒。

豁得出来，顶得上去，在践行央企
的责任下，不畏风浪，直面挑战，华润
湖南医药汇聚起坚不可摧的磅礴力
量，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为人民健康护航。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老百姓
大药房在驰援一线抗疫、保障防疫药品
物资供应、做好群众健康防护宣传等方
面作出积极贡献，成为医药零售企业助
力抗疫的“排头兵”，用实际行动支持党
和政府打响抗疫阻击战。

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医
疗防疫物资是“子弹”。疫情期间，省商
务厅、省工信厅委托老百姓大药房采购
及配送一次性口罩、消毒液等卫生防疫
用品。

昼夜不歇连轴转，同心协力打硬
仗。接到任务后公司迅速组建“防疫保
供突击队”，协助省工信厅共采购 84消
毒液 86.16 万瓶、500ml 的 75%乙醇
42.8万瓶、免洗手消毒凝胶34740瓶、免
洗手消毒液 178232 瓶、洗手消毒液
2024瓶，为落实全面联防联控措施，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的保障。

“公司高效的全球采购平台构建起
防疫战役强有力的保障部队。”老百姓
执行总裁王黎表示，正是依托高效的物
流中心与信息中心，老百姓大药房不仅
承担起了政府防疫物资采购配送工作，
也保供了各门店的医疗物资。

同心抗疫，便民服务“不打烊”。疫
情期间，各大门店设立了送药上门服务、
建立了微信便民购药群，为年纪大或行
动不便以及无法出门的顾客安排送药上
门。同时，开通了“抗疫情”在线咨询服
务平台、防疫科普直播频道等线上服务，
竭尽全力，满足每一位顾客的需求。

“谢谢老百姓大药房，你们真好！”
“我们老百姓终于可以从线上正规渠道
预约购买口罩了。”一句句赞美、一个个
肯定，见证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
记录着老百姓大药房全体员工的汗水
和努力。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
着全国人民的生活，面对严峻的疫情
形势，益丰大药房的全体员工，直面疫
情，勇敢担当，用超越自我力量的行
动，与全国人民一起攻克时艰。

迎难而上战疫情，5 大承诺显担
当。“全国各地门店不打烊；防疫物品、
药品坚决不涨价；争取保供应，全渠道
供货；线上线下双发力、为顾客提供专
业产品与预防建议。”这是公司董事长
高毅的承诺，也是益丰大药房的作
为。疫情期间，益丰大药房组建供给
保障临时突击队，向境内外 20 多个生
产销售渠道联系调配货源物资，向各
门店不间断地做防疫物资的配备，构
建起一条牢固的物资保障供给链。

多措并举提服务，“一对一”专项
方案。益丰大药房在全国各门店积极
动作，通过线下门店组建微信群、线上
O2O 平台发力，多措并举为慢病患者
提供药事咨询，免费健康监测、送药上
门等服务；并针对“抗疫”一线医务人
员家庭制定专项支持方案，通过“一对
一”结对的形式，为医务人员患有慢性
病的家人提供帮助。

稳就业特事特办，保就业“绿色通
道”。为帮助湖北人民群众的就业，益
丰大药房根据疫情情况调整招聘策
略，扩大湖北招聘岗位范围、增加湖北
招聘岗位数量；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问
题，益丰大药房开通就业绿色通道，提
前启动 2020年管培生“千人计划”，从
应届毕业生中招聘1000名优质人才，
为毕业生解难，为社会稳定助力。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湖南
医药生产流通企业在疫情大考中迎难
而上，化危为机，用实际行动展现了抗
疫的“药企速度”，用使命和担当书写
了抗疫的“药企答卷”。

达嘉维康：抗疫一线践使命 国药湖南:战“疫”先锋显担当
华润医药：勠力同心铸平安

老百姓大药房：勇做抗疫排头兵

益丰大药房：攻克时艰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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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 21 时，“携手助农”平江专场
火热开播，财政部驻平江县帮扶工作队队员
兼副县长杨宇秒变平江农产品代言人，吸引
800 余万人次观看，销售额达 57.7 万元。当
天9时开始，财政部驻平江县帮扶工作队队
长兼县委副书记邢朝虹就为“杨宇代言”而

“代言”。
近 3 年，邢朝虹带领全体队员，发挥网

络媒体优势，推动电商产业与脱贫攻坚深度
融合，助力当地优势产业产品热销。

2002年底，国务院第3次将平江列入全
国重点扶持县，由财政部定点帮扶。18 年
间，财政部先后派驻的19名干部，同省财政
厅先后派驻的 8 名干部一道，解民忧，强基
础，兴产业，全力协助平江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平江县委书记汪涛感叹：“18 年不离不
弃、对口帮扶，充分体现了财政部、省财政厅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担当，
持续推进扶贫开发事业的责任担当，始终心
系革命老区、贫困山区的情感担当。”

红英一树次第开

万绿丛中，杜鹃花开得正艳。“刘书记，昨
晚我看见你上了央视，评上了‘全国向上向善
好青年’。”4月29日，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村
民看到财政部扶贫干部、泊头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刘斌樑，马上放下锄头和他打招呼。

初到泊头，刘斌樑进村入户，了解社情
民意，下雨一双套靴，天晴一顶草帽，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望着皮肤晒得黝黑的刘斌樑，
村支书鞠鲁湘打趣道：“不出半年，你就由一
个白面书生变成了一个地道农民。”

坚持走群众路线，财政部、省财政厅扶
贫干部始终如一。

2002 年冬天，财政部派来平江的首任
“扶贫大使”朱宪堂和省财政厅扶贫干部柳
叶，冒着盈尺积雪，步行来到虹桥镇大兴村。
目睹村民衣单被薄，朱宪堂热泪盈眶，他连
夜拍发求援电报，财政部紧急发动机关干部
募集善款 10 万元。不到一周，1000 床崭新
的棉絮送到了贫困户家中。

“做平江扶贫人，少不了这两样。”次年，
财政部派王明臣赴平江接力，朱宪堂指着屋
角的破胶鞋和旧雨靴说，“脚上不沾泥，就不
是下村。”多年以后，财政部派驻平江的宋爱
民、周扬培等，省财政厅的郭照光、何洪武等
莫不慎终如始。

“2016年冰灾导致停电，财政部张一翔
鞋上缠着稻草绳，踏着霜雪来给我们送米、送
蜡烛。途中不小心扭伤了脚，他随手在路边捡
了一根木棍当拐杖，指挥抢修。”平江县三墩

乡鹿石村村民徐泣如记忆犹新。县财政局干
部方稳根回忆，当时县里给张一翔发的补助，
他全部用于救济当地困难群众。

2017年6月30日，平江暴发山洪，时值
财政部派杨宇来接替张一翔，两人一同赶往
三墩乡鹿石村，组织受灾群众疏散转移，清
塌方，扶电杆，复交通，次日全面恢复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

“我们是来扶贫的，不是来享福的！”财
政部扶贫干部姜玉明、易赟等住在上世纪
50年代建的县委老办公楼，坚持吃食堂，自
己衣被自己洗，一如学生时代。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刻，财政
部、省财政厅尽锐出战，接连向平江派出邢
朝虹等 6 名精兵强将。2018 年 10 月 20 日，
财政部部长刘昆来到平江督战，要求队员
把定点扶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帮助平江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6570 天！财政部、省财政厅扶贫干部
日日夜夜在为平江人民长久脱贫想事、办
事，还留下了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平江
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动情地说。

黄金不惜栽桃李

阳光下，金灿灿的猫耳朵花迎风摇曳。
平江县童市镇石洞村，当年由财政部、省财
政厅引进德国援助项目修建的机耕路尚在，
村外钟虹公路童市段“白改黑”已完成。

10年接力，开路架桥，钟虹公路为10多
万山区群众打开山门，接通了外销内运的致
富捷径。

“所有项目必须事先报批，拿不下来的
‘硬骨头’交我来啃！”邢朝虹积极协助平江
在路桥建设方面争资争项。县交通运输局局
长吴尚勇介绍，近 4 年，平江共投入资金
19.5亿元，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3000余公
里，完成桥梁建设740座，去年获评“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

平江县委副书记、县长黄伟雄称邢朝虹
“猫哥”。“为什么叫‘猫哥’？京城来的，稀有；
经常加班，常有黑眼圈；霸得蛮，吃得苦，十
足的女汉子！”

去年 10 月，邢朝虹被评为湖南省年度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报告会上，她动情地
说：“如果你心中拥有太阳，脱贫的路上就会
有光芒！”

安定镇高坪村上坪书院前，一树繁花落
英缤纷，一道清渠水流潺潺。

“有女不嫁高坪村，坑坑洼洼路不平。夏
涝秋旱冬挨冻，一年四季缸中净。”村支书汤
意成说，该村过去没有一寸水泥渠，是财政
部傅道鹏在此率先修起来的。

“原来，各家各户电灯暗得像萤火虫，电
价比城里贵。”虹桥镇原龙黄村支书邓毅然

回忆，财政部张磊通过努力，帮该村改造了
电网，享受了与城里一样的电价。后来还装
了路灯，一到晚上，山村灯火辉煌。

财政部机关党委“双联共建”点三阳乡石
坪村墈上组易地搬迁安置点，五保老人童立仁
正准备做午饭。扭开水龙头，自来水哗哗流出。

“自来水方便，干净噢！”此前，因舍不得祖屋硬
是不肯迁居，通过邢朝虹反复做工作才答应。
现在住习惯了，老人夸赞政策好。

“十三五”期间，财政部、省财政厅扶贫
队员协助当地推进易地扶贫搬迁，2018 年
底超额完成了省里下达的搬迁任务 10684
户34418 人，配套完善了医疗、教育等公共
服务机构，进一步加大了健康扶贫力度。

“通过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教
育再造一个新平江。”平江县教育局局长刘日
新介绍，近3年，财政部、省财政厅支持平江投
入资金10多亿元，完成学校建设项目138个，
改善薄弱学校156所，新增学位1.2万多个，有
效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以梦为马，只争朝夕。财政部、省财政厅帮
扶工作队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着力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全力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

绿遍山原春归来

满山茶海，绿浪翻滚。从平江北端的幕
阜山到南部的连云山，幽吉茶业和九狮寨茶
业流转村民土地，种植、加工、销售“一条
龙”。2006年，财政部扶贫干部吕书奇、省财
政厅扶贫干部陈朝阳在三市镇天湖村创办
的有机茶业示范点，现已遍地开花。

绵绵群山，莽莽茶海，三墩乡和童市镇
立起 20 余万亩油茶林。从 2011 年开始，财
政部扶贫干部杜婷、龚锐，省财政厅扶贫干
部王长斌、杨忠全力推进油茶生产，应运而
生的山润山茶油公司后来摘取了“全国驰名
商标”，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如今，“两茶”已成当地稳定脱贫的支柱
产业，带动地方财税增长、企业盈利、乡亲增

收。平江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凌威回忆，财政
部、省财政厅驻平江帮扶工作队非常注重因
地制宜，帮助地方发展种养业，平江去年实
现农林牧渔增加值52.4亿元。

三市镇是平江有名的“老板镇”，该镇工
业小区聚集9家年产值过亿元的规模企业，
石膏线材、麻辣食品畅销全国。

2013年，财政部孙蔚、省财政厅吴山多
次向上级汇报，为平江小食品工业发展争取
支持。2015年，平江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
予“中国面筋（辣条）食品之乡”。目前，平江
辣条企业300多家，辣条年总产值近200亿
元，两项占比均接近全国三分之一。

从财政部、省财政厅支持平江打造第一家
工业园起，平江工业企业逐步向园区集中，形成

“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新格局。县科技工信局局
长吴康乐介绍，去年全县规模工业企业达190
家，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551亿多元。

自2002年开始，财政部帮扶工作队就将
旅游业列为振兴老区的先手棋、重头戏，积极
招商引资，持续增加项目投入。2015年，财政
部高杰在安定镇横冲村创办的全省第一家民
宿旅游合作社，现已成为村民致富“摇钱树”。
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宋炼钢说，全县去
年共接待游客20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56亿元，获评“全国旅游业经济竞争力百强
县”“全国文旅融合示范县”。

深入实施“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旅游旺
县、融长兴县”战略，平江去年实现地方生产
总值322.49 亿元、人均GDP33797 元，两项
数据相比 18 年前大幅提升；贫困人口总数
减少 10 余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1%以下，
136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去年3月4日，省政
府批复同意平江脱贫摘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包括
后来增援的范庆辉、王凯、阳宇在内，财政部、
省财政厅目前仍有6名干部坚守在平江扶贫
一线，为推动老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继续努
力，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香贵 茶林 慧君

碧空如洗，峰峦如聚。5月13日，平江县长
寿镇大黄村虎坳山，村民韩三保憋足气，朝山下
长长地吆喝了几声：“喂……喂……喂……”回
声在湘赣交界绵绵群山中回荡。

很快，周遭回归无边的寂静。
对韩三保来说，山高路远、孤单寂寞不算什

么，只要他的宝贝蜜蜂健康成长、勤奋工作就
好。

嗡嗡嗡嗡，刚一回到蜂场，韩三保的“心肝
宝贝”就围着他转个不停。趁他整理蜂箱间隙，
记者和他拉开了话匣子。

什么时候开始养蜂的？“3年前吧。”韩三保
边回忆边说。

2017年3月1日，省财政厅驻平江县扶贫队
员兼平江县副县长何洪武，驱车100余公里，第
一次到大黄村走访，开展联点帮扶。

“开个座谈会？”村党支部书记巫满保询
问，“我们把情况向您汇报一下。”

“不开。”何洪武回答，“先不谈汇报，我们
多走访贫困户。”

徒步2个多小时，七弯八拐，到了深山坳里
一栋土房子前。

“那时候，房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家里真
困难啊！”韩三保边说边叹气，“我本人是肢残，
做不了什么事，孙女脑瘫要照顾，家里穷得叮当
响。”

韩三保清楚记得，当时，何洪武和他谈了很久，对他家的
困难状况非常同情。

“何县长问我会什么技术，我说会养蜂，就是没本钱。”
“好！就养蜂！”何洪武当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递给韩

三保，“这2000元钱你先拿去养蜂，说不定以后就靠它翻身。”
从韩三保家出来，巫满保问何洪武，为何偏偏对韩三保家

这么关心。何洪武沉思半晌，叹了一声：“也许是缘分吧！”
多年后，巫满保才听人家说，何洪武家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走访后不久，经何洪武牵线，韩三保买进15箱蜂，从此开

启放歌深山、与蜂为伴的日子。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年下来，韩三保通过销售蜂蜜，竟迈

入了“万元户”行列。
此后，何洪武每月都会来韩三保家走访一次，来回奔波200

多公里，任期内从未间断。“400元、600元、1000元、2000
元……”韩三保细数，他前后共收到何洪武1万余元帮扶资金。

“6月间的日头好厉害，他提着油，带着送我孙女的新衣
服，爬山过岭，进门时满头大汗，还笑吟吟的。”韩三保说，

“每回来了，他都会抱抱我孙女，我孙女一看到他就会笑。”
再后来，韩三保养蜂规模扩大。因为人手不够，规模太大

他也伺候不过来。韩三保陆续卖出去几十箱蜂，现在还养有30
箱蜂。

听说湘赣界上蜜源好，韩三保把蜂场搬到了虎坳山，在此
继续发展他的“甜蜜事业”。

“何县长来了后，日子才算过得舒心起来。后来，他还帮
我搬进了安置房。”阳光下，凝视着飞进飞出的蜜蜂，韩三保
笑逐颜开。

2018年底，何洪武任期已满，要回原单位。临行前，他给
韩三保打来电话，说了好多鼓励的话。

“我除了感谢还是感谢，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去感谢
他。”韩三保眼里噙着泪，“也不知他现在还好么，祝他好人一
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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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梦为马争朝夕
——财政部、省财政厅平江定点扶贫18年纪实

2018 年
8 月 7 日，财
政部驻平江
县定点扶贫
工作队邢朝
虹（左四）、杨
宇（右一）、刘
斌樑（左一）
深入一线，摸
排县情民情
贫情。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