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0年2月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田累

邮箱：314720073@qq.com 电话：0728-3314904

本报讯（记者 张钰）当前，疫
情防控处于关键时刻，市委文明办
扎实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宣讲和
志愿服务工作，帮助广大群众正确
应对疫情。

市委文明办全力营造众志成城
抗疫情的浓厚氛围。通过新闻报
道、视频音频、宣传标语等形式，广
泛深入宣传党的精神和疫情防控知
识。组织各地各部门悬挂疫情防控
横幅标语11513条，出动防控宣传车
1137台次。征用城区所有户外大屏
滚动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公益海报、
温馨提示。发动 300 户沿街商户、

426台出租车利用LED屏播放防护
宣传标语。建立短信提示平台，发
送99.496万条疫情防控知识短信，
消除群众恐慌，维护社会稳定。

村居入户摸排疫情时，该办积
极协调，采取发放宣传单、敲门宣
讲、打锣宣教、“贴门神”宣传等方
式，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宣讲，共
发放宣传单 40.8 万份。利用 5127
台套“村村响”和村组广播播报最新
疫情公告、防控新闻、进展及防控知
识。目前，全市 22 个镇办场园区、
675个村居实现疫情防控宣传全覆
盖。

部门联动、合力推进，是全域迅
速、高标准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的保证。该办着力推进行业、区域
全覆盖，各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制作
转发音视频、倡议书等，督促落实疫
情防控工作。此外，市作协还组织
全市作家采写诗歌、散文等抗疫情
稿件80余篇，省作家网推出疫情防
控专辑，刊发了23位仙桃作家的文
学作品。

病毒无情人有情，广大志愿者
在加强自我防护的同时，踊跃参与
到疫情防控中来。该办招募 20 多
名专业志愿者，经培训后，在市第一

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协助医护人
员做好疫情防控排查工作。组织
110 多名网络志愿者，引导网友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发挥心理咨
询师等专业志愿者作用，通过网络
为隔离人员解释政策措施，提供关
怀慰问。组织 200 多名应急志愿
者，有序参与各项协助工作。

该办还积极开展公益募捐，协
调志愿者们将募捐的食物、药品等
物资统一调度，确保各项物资有序
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各类物
资200多万元，N95口罩12万只，护
目镜2000个。

广泛宣传强信心 志愿服务暖人心

市委文明办多措并举助力疫情防控

从1月21日至31日，市第一人
民医院医技党支部书记、CT 室主
任吕旭光已经奋战了11个昼夜。

1 月 31 日，记者连线吕旭光
时，他的声音略带沙哑。他说，在
这次疫情防控战中，市一医 CT 室
承担了全市绝大部分患者的肺部
检查检验工作。所有工作人员坚

守岗位，各司其职，兢兢业业做好
本职工作。

吕旭光带领的科室，现在平均
每天检查 500 人次，最多达 600 人
次，是平时工作量的 3 倍以上。由
于工作量激增，每天晚上，吕旭光都
要协助值班人员书写报告 150 人
次，工作至凌晨 1 时左右。第二天

一大早，他又照常到岗，布置科室各
检查室消毒防护，安排各岗位人员
做好病人分检分流。

吕旭光带领科室人员做到 24

小时不断人，不停机，他最高工作时
长48小时。

吕旭光说：“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特别是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在
疫情面前，我必须先上，必须带领大
家完成好防疫工作任务。我要把守
护健康护佑生命的医者初心内化为
以人民需要为中心，全力以赴为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战做出自己的贡
献。”

11个昼夜的坚守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技党支部书记、CT室主任吕旭光

记者 许立菊

氨纶丝是生产口罩、防护衣等
防护用品的重要材料。2月2日，
由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捐
赠的10吨氨纶丝从浙江温州瑞安
市出发，历经 10 多个小时，跨越
1000 多公里送到了我市彭场镇。
据了解这批氨纶丝可用于生产
3000万只以上防护口罩用弹力耳
带。

摄影记者 晴霄

●1月31日，干河办事处沔阳
路社区干部、辅警一起将一盗窃电
动车的犯罪嫌疑人抓了个现行。

当日 10 时许，沔阳路社区干
部与辅警，正在挨家挨户宣传疫情
防控工作。在对外地返乡人员登
记排查走访时，发现一男子在一辆
电动车旁边左顾右盼，形迹可疑，
当即准备上前盘查，男子见状丢下
手中作案工具，夺路而逃。

社区干部和辅警立刻追赶过
去，同增援的辅警一道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目前，案件正在查办中。

（刘贤双）

●这几天，听说三伏潭镇新型
肺炎防控物资紧缺，市复州画院几
位画家热心发起募捐活动。院长

李凌鹏带头捐款。短短几天，33
位书画家一共捐得10600元。

市工美楼董事长、复州画院荣
誉院长李翠红得知后，慷慨捐出
15000元。经过商议，大家用这笔
总计为 25600 元的善款，购买了
20000只医用口罩，用最短时间送
到防控一线——三伏潭镇防控指
挥部。

（胡平蒋志红）

●1月28日下午3时许，两辆
载着菜薹的爱心车辆从西流河镇
鄢沟村出发，驶往市第一人民医
院。这两车蔬菜价值约 1000 多
元，是鄢沟村的贫困户张相金和王
长发送给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的慰问品。 （蔡玲）

●1月30日，剅河镇吊堤村老
党员王安雄背着 30 多斤的喷雾
桶，对吊堤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武汉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人员
家喷洒消毒液。

与吊堤村一样，当日清晨，剅
河镇其余的38个村也开始了消毒
工作。剅河镇还连夜通知镇直单
位领取消毒剂，与村居同步开展清
洁、通风、消毒等工作。同时，该镇
还结合冬春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对
集镇农贸市场、酒店等重点场所的
杀菌消毒工作。

（蔡玲 黄丽萍）

●1月28日，市住房保障服务
中心组建5个工作专班，进驻西流
河镇仁盛岭村，彭场镇木兰村，长

埫口镇下湖堤村、五同村、白三洲
村、易王村、潮愿村、黄越村、田李
村、大福村10个村，全面开展农村
疫情防控工作。

工作专班紧盯重点，详细摸排
登记外来返乡人员特别是武汉返
乡人员信息，每天挨家挨户走访，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指导居家隔离
注意事项，提醒村民做好个人卫生
防护，并和村干部、村医一起上门
为村民发放口罩，每天早晚测两次
体温，进行健康筛查。在走访中，
专班还特别关注困难群众，及时帮
助解决生活困难。 （张钰）

▶仙桃掠影◀

本报讯（记者 谢伯康）2月1日，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郑章均来到部
分乡镇交通主要出入卡口、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走访慰问一线值守人员，
检查督办疫情防控工作。

郑章均一行先后来到西流河、通
海口、陈场等地主要出入卡口和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了解卡口值守、疑似
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管控情
况，对相关工作提出要求。

郑章均要求，卡口执勤人员要加
强值守，严格把控进出车辆和外来人
员。切实增强管控力，查清风险源，有

效切断传播链，坚决遏制疫情传播蔓
延。

郑章均强调，严格落实市委市政
府的各项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齐心协
力，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做好自
身保护，针对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配齐
配足安全防护装备，防止病毒在内部
感染、内部传播，做到科学防控、精准
防控；注意隔离对象的心理疏导，消除
他们的恐慌、焦虑、压抑等情绪，更好
地配合治疗和居家隔离观察，树立信
心，共同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许立菊）1 月 29
日，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战时表彰
激励工作机制，对防控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干河派出所民警郭庆、罗平，特警
支队民警陈霖，沔城派出所警务辅助
人员邵远福予以嘉奖。

当天下午，受副市长、公安局长石
伟委托，该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
军赴市第一人民医院感染病区执勤点、

干河街道办事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及随岳高速陈场出入口防控点，为受表
彰的同志授奖，并叮嘱他们做好自身防
护，勉励他们在疫情防控中继续忠诚担
当、勇于奉献，为全局民警做好榜样。

受到表彰的民警深受感动，倍感
鼓舞，表示将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恪尽职守，务实担当，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共同打赢这场防疫战。

市公安局战时授奖到一线

本报讯（记者 许立菊 通讯员 李
秀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汉江分局1
月 21 日挂牌成立以来，积极配合仙
桃、潜江和天门三地党委政府做好防
疫产品市场供应、价格稳定和产品质
量工作。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汉江
分局主动作为，组建2个工作专班，对
仙桃市现有的 24 家医疗器械生产获
证企业实行日检查制度，确保每天至
少巡查一次，严把防疫产品质量关。

该局对省政府指定的3家重点防
护用品生产企业，实行技术骨干定点
督导制度，要求从事药械生产监管的
专职骨干人员定点督导，对企业生产
能力、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进行全流

程指导和督导，确保产量充足和产品
质量。

湖北明尔康卫生防护用品有限公
司等5家企业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过期。为响应疫情防控工作需求，公
司积极申报生产许可。汉江分局工作
人员进现场核查相关情况，为其办理
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对仙桃洁
美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进行了医疗器械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相关检
查报道已报送至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技
术审评中心，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
核后发证。同时针对辖区外贸出口企
业，汉江分局积极指导企业报送相关
审核备案信息，省局统一抽检合格后
作为紧急防控物质调配。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汉江分局

严把防疫产品质量关

中百仓储
组织工作人员
为大洪社区一
组的道路和居
民家庭施药消
毒。图为喷洒
消毒药。

摄影
记者 胡圣

本报讯（记者 李辉 特约记者 潘
婷）“桥封了，我们来不了医院，但是我
要接种狂犬疫苗，怎么办？”1月28日，
通海口卫生院接到来自监利县北口村
村民戴慧琳的求助电话。

几天前，戴慧琳被自家的狗咬伤，

需要接种狂犬疫苗。1 月 28 日，是她
预约接种时间，但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前往通海口中心卫生院的交通已封
闭，接种疫苗成为一件难事。无奈之
下，只好拨打医院电话求助。

该院院长雷红亚了解情况后，当

即安排车辆，带上疫苗，到北口大桥设
卡点，在做好相关安全措施后，顺利为
戴慧琳接种了疫苗 。

“谢谢你们，冒着危险，专门来为
我服务。”戴慧琳拉着医护人员的手，
连声道谢。

居民被狗咬伤，却遇封路不能到医院接种

卡点医生现场打疫苗

本报讯（记者 张曼）“不好！有高
危患者离开了！”2 月 1 日凌晨 1 时 20
分，郭河派出所接到紧急报警，称郭河
卫生院一高危疑似病患离开。接警
后，郭河派出所迅速出警搜寻。

据悉，1月31日晚11时，郭河卫生
院接诊了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男性患者何某，因其亲密接触过确诊

患者且就诊时有咳嗽等病症，检测结果
呈阴性，被作为高危疑似病患送往隔离
点进行隔离观察。当得知要长时间待
在医院隔离治疗时，何某顿时有了抵触
情绪，趁护士配药时悄悄逃走。

了解到情况危急，民警通过调取
周边监控，结合轨迹预料何某最有可
能回到家中，于是迅速前往印湾村进

行搜寻，最终在相邻的小道上发现了
何某的身影。此时，众人悬着的心才
慢慢放下。

通过民警耐心劝导，何某终于放
下心防，明白回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才
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选择。目前，
何某已被接回郭河卫生院进行观察治
疗。

本报讯（记者 胡圣 通讯员 崔
宇 王凯亭）2月1日，仙桃农发行向恒
天嘉华投放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
用于企业采购防护用品原材料。

恒天嘉华是国内非织造布产业中
的领军企业，具备日产 SMS、SMMS、
SSMMS、口罩滤布等非织造布160吨
的生产能力，主要向近百家防护衣生
产企业提供原料。公司先后收到 19
家生产企业的原材料订单32笔、3500
吨，金额5300余万元，由于材料、人工
上涨等因素，资金出现瓶颈。

1 月28 日，仙桃农发行对全市医
用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及原材料
生产企业的应急资金需求进行全面排
查，了解企业生产情况，最终锁定华中
区域较大的医用防护服、口罩原材料
（无纺布）供应商——恒天嘉华作为重
点支持对象。

此前，他们就作出决定，急事急
办、简化流程，开辟绿色通道，加大对
生产、销售口罩及医药类疫情防控产
品企业的信贷支持。

1 月29 日，仙桃农发行在网上召
开行务会，明确专班专人推进。随后，
贷款调查小组与企业分别在不同地
点，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形式开展
非现场交流，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1
月31日，省分行转授权省分行营业部
召开贷审会，分散在各地的评委，通过
远程视频方式，审议并通过了恒天嘉
华5000万元授信方案。

同时，各部门密切联动形成合力，
资金计划部门以最快速度处理好资金
头寸调拨，财会运营部门向总行申请
提前开放新核心系统，各环节均采取
了“人盯人”的通讯直联机制。2月1
日，5000万元贷款顺利投放恒天嘉华。

仙桃农发行贷款5000万元
支持防疫物资生产

市领导检查督办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记者 陈亚东）省疾控
中心、华大基因研究院以及圣湘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我市疾控中
心捐赠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
大大加快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检验检
测速度，现在一天能检测800人份。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市疾控中心捐赠检测试剂盒 9600
人份，以及一套全自动核酸提取

仪。华大基因研究院向市疾控中心
捐赠检测试剂盒 2000 人份。省疾
控中心向市疾控中心拨发检测试剂
盒2000人份，极大地提升了我市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速度。

“之前每次都只能买一到两盒，
对我们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市疾控
中心后勤保障科主任昌保华介绍，
此前，全市试剂紧缺，后勤保障工作

人员多次前往武汉购买试剂，但遍
寻无果。昌保华说：“在目前试剂紧
缺的情况下，华大基因研究院和圣
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的这
批物资就是雪中送炭啊。”

除了试剂盒，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进一步推进了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工作。昌保华介绍，在病毒流行
前，市疾控中心有一台全自动核酸提

取仪，每小时能检测核酸12份。在
病毒爆发后，市疾控中心又购入了一
台，将检测效率提升至每小时 32
份。昌保华说：“在这次捐助后，现在
我们一天一夜能检测800人份。”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依托本次获赠物资，进一步为我
市疫情防控提供支持，全力保障市
民生命健康。

华大基因研究院、圣湘生物科技公司向我市捐赠检测试剂盒

一天一夜能检测800人份

疑似患者医院逃离 郭河警方火速追回

小小氨纶丝
千里传真情

本报讯（记者 鹿丹丹）“大家不
要担心，我们随时在呢。”2月1日，市
第四人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隔离病区，医生张洪涛正在给隔离
人员测温。

1 月20 日，市第四人民医院被确
定为我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救治定点
医院，主要负责收治隔离对象。面对
重大疫情，该院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
作，认真落实防控责任。立即选派 2
名医生5名护士支持市中医院疫情救
治工作，迅速建立隔离病区，及时收治
隔离对象。全院取消春节假期全员到
岗，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疫情。

同时，注重发挥党建引领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成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救治临时党支部；
统筹安排和科学调配医务人员，医院
隔离点实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该院
专家人员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相关知识及防控要点进行培训。

疫情就是命令，“白衣”就是责
任。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该院医护
人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神
圣誓言，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的铜墙铁壁。

内科护士长陈翠兰，每天来回
奔走在病区和办公室之间，竟忘记
奋战了多少个小时没有合眼；医护
人员唐国文，在医院召开疫情防控
誓师大会时，提前安排好家中需要
照顾的父亲，主动报名上前线；护理
部主任束君艳，是第一批进入隔离
病区的护理人员，除做好普通病患
的诊疗工作外，还要特别重视这些

“特殊病例”，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她
说我是党员，又是干部，必须勇于担
当、责无旁贷。

“大事难事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
色。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英勇
奋斗、扎实工作，全力打好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阻击战。”市第四人民院相
关负责人说。

疫情面前践初心 危难时刻显担当
——市第四人民医院全力应战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本报讯（记者 邓一
凡 通讯员 袁红祥）连日
来，市委老干部局采取“电
话串门”方式，逐一联系其
管理服务的离退休干部，
关切询问老干部的身体状
况，向他们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叮嘱他们注意自我
防护，尽量减少外出。

该局全面摸排失能、
独居、空巢和因居家隔离
造成的留守老干部情况，
制定个性化服务方案，帮
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全力做好老干部群
体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老干部局

“电话串门”
传授防疫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