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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邓毅敏） 2月3日清晨，大祥区城管执法局设
备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来到西湖路沿线公厕，
对公厕进行消毒作业。当天，该区对 65 座公
厕、19座垃圾中转站、21辆垃圾运输车和大街
小巷的垃圾收集容器全部完成消毒工作。

为给全区疫情防控阻击营造良好的城市卫
生环境，大祥区城管执法局全员上岗、奋战一
线，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全覆盖的“大排查、大清
运、大消杀”市容环境卫生整治行动，要求各环
卫公司增加保洁人员，增加清运频次，做好全区
垃圾的清运及垃圾收集容器、转运车辆的消毒
工作，要求垃圾运输车队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垃
圾转运车在密闭运输过程中做到垃圾渗滤液不
遗撒，避免二次污染。

当前，大祥区各清扫保洁公司每天出动环
卫工人810名、机械化作业车辆21辆，加大对主
次干道、小街小巷、农贸市场周边的清扫保洁、
垃圾清运和冲洗降尘工作，每天清运生活垃圾
500余吨，实现垃圾日产日清，确保辖区环境卫
生干净整洁有序。

大祥区
筑牢环卫一线防疫墙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
昌泉） 2月2日，市人社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做
好全市人社系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对因履行工作职责被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人员的工伤
认定等作出明确要求。

《通知》明确，全面落实因履行工作职责被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人员的工
伤待遇。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和救
治工作中，医护及相关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同时，建立工伤保险

治疗费用预付机制和相关待遇支付及费用报销
绿色通道，保障受感染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
就近医治、及时治疗，即来即办、及时结算。

《通知》指出，要简化社会保险经办工作流程，
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2020年2月企业离退休
基本养老金应及时足额发放到位，疫情防控期间
不因未进行资格认证而停发基本养老金。暂定在
2月28日前，对应进行领取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而
未进行认证的离退休人员，不停发基本养老金，以
后视疫情防控情况再恢复正常。因疫情防控推迟
办理退休手续的拟退休人员，经审批后，其养老金
发放时间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次月计发，并从

审批次月起一并补发，确保待遇不受影响。从
2020年3月起，拟退休人员较多的参保单位可向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预约服务，参保地人
社部门应统筹安排或进行上门服务。

《通知》要求，全面发挥好湖南省“互联网+
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的优势，将网办事项落
到实处。市人社局相关科室和各经办单位在湖
南省“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发布了行政权力
事项18项、公共服务事项215项，各县市区人社
部门也同步在平台上发布了职责范围内的服务
事项，对人民群众网上提交的全程网办事项积
极受理，全面落实“不见面”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人社业务快简办网上办
为工伤认定和待遇支付开辟绿色通道，简化社保经办流程确保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利用“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落实“不见面”服务

2 月 6 日上午，城步
苗族自治县公安局政委
夏晓晴带领民警与儒林
镇卫生院的医生一起来
到麦合木提等新疆创业
者的租住处，送去食物和
防护用品，并为他们测量
体温、检查身体。

麦合木提是新疆墨
玉县的维吾尔族同胞，与
同伴一起来到素有“边楚
苗疆”之称的城步，经营烧
烤生意10多年了，目前有
一个7人创业团队。

今年，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后，城步公安局民

警始终战斗在疫情防控第
一线。民警进行疫情核查
时了解到，因该县暂停大
规模人群聚集活动，麦合
木提等7名新疆创业者暂
时失去收入来源。民警和
其他抗疫干部积极宣传防
疫政策知识后，麦合木提
等人提高了防范意识，自
愿在租住屋内居家自主隔
离。但是，时间一长，麦合
木提等人的生活成了问
题，暂时陷入困境。城步
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为
新疆创业者们赠送基本生
活物资，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2月3日，民警为他们
送去油、面粉、水果等物
资。2月6日，民警又给他
们送去急需物资。苗乡民
警的铁骨柔情，赢得麦合
木提等人的连声称赞。

民族团结情谊，在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弥足珍
贵。这样的场景，同样出
现在该县西岩镇。

同为新疆墨玉县维吾
尔族同胞的古丽再努尔，其
丈夫不久前到怀化去经营
烧烤生意，只留了她一人在
西岩镇。疫情防控阻击战
打响后，西岩派出所民警等
多次走访古丽再努尔，积极
宣传政策知识。古丽再努
尔和丈夫都放弃了回新疆
的念头，自愿分别留在暂住
地。民警了解到古丽再努
尔的生活出现困难后，给她
送去鸡蛋、面粉等生活物
资。古丽再努尔反映，她原
来的银行卡出现问题，需要
补办银行卡，而补卡需要办
理居住证明。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西岩派出所民警在
防控疫情任务繁重的情况
下克服困难，短时间内就帮
她办好居住证明，并送证上
门，让她做到了“少出门”。

民警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悉心贴心的服务，让
古丽再努尔感受到了“苗
维一家亲”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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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谭宇 通讯
员 孙英姿） 2月3日，北塔区农业农村
水利局组织湖南呙氏老农民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5家涉农企业，将一批生活物
资通过该区的村（社区）工作人员、防疫志
愿者送到出行不便的老人、居家观察人员
家中。据统计，5 家企业当天累计捐赠优
质大米2吨、各类时鲜蔬菜7吨。

为保障捐献物资的安全，该区农业农
村水利局组建技术队伍对捐献物资进行农
残检测，指导企业合理采摘装运，并积极和
乡、村（社区）对接捐献事宜，以确保捐献物
资有序投放。由于企业还未复工，人手紧
缺，为保证物资及时供应，各企业老板纷纷
主动采摘蔬菜，该局也组织人员帮助企业
一起采集蔬菜。

小小汤圆传递爱心

邵阳日报讯 （记者 伍洁 通讯
员 曾海军 陈志）“每天都能看到你们
为了抗击疫情在一线奔忙，我们就想给你
们鼓鼓劲，祝你们节日快乐。”2 月 5 日下
午，双清区桥头街道中河街社区办公楼前，
辖区的麦香园蛋糕店负责人给奋战在一线
的社区工作人员送去爱心汤圆。

春节期间，社区干部们每天走家串户
排查摸底、宣传防控知识、对公共场所进行
消毒，经常忙得没时间吃口热饭。辖区的
一些店主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元宵节临
近，麦香园蛋糕店负责人特地送来45公斤
汤圆慰问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干部收到爱心汤圆后，当即决定
把这份爱心继续传递下去——将大部分爱
心汤圆分发给困难群众和残疾人家庭，让
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脱贫不忘捐物抗“疫”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姜艾益 刘
桂勇） 2月4日下午，邵阳县下花桥镇政
府收到岩头村村民邓爱梅为抗击疫情捐赠
的口罩100个。

邓爱梅说：“我受党和国家的政策关
怀，成功脱贫发家致富。现在处于疫情防
控非常时期，我想做点贡献以感党恩。”

邓爱梅原为岩头村的深度贫困户，在
精准扶贫政策关怀与结对帮扶下，她在家
经营电商，丈夫勤学手艺成为当地小有名
气的泥瓦师傅，两人依靠勤劳双手于2017
年成功脱贫，奔上小康路。

近日得知该镇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
员严重缺少医用防护物资，邓爱梅电话咨
询后获悉镇级不接受现金捐赠，便多方联
系好友与各位商友，千方百计购得口罩百
余个，到货后马上捐赠100个口罩支援疫
情防控一线。

热心捐物“疫”中送暖

湖南省先后组织两批医疗队奔赴湖北前线进行医疗
援助，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是第二批医疗
队的主力军之一。2月3日晚，记者微信采访了该院医务
部副主任、医务党小组组长、援鄂医疗队队长陈文峰。

1月28日晚，46岁的陈文峰带领邵阳学院附属第一
医院援鄂医疗队共12名队员踏上了开往湖北的动车。1
月29日，他们抵达湖北黄冈大别山医疗中心后，来不及细
细整理行装，稍事准备即投身对重症感染者的抢救工作。

湖北黄冈大别山医疗中心被业界喻为“黄冈版小汤
山”。1月31日下午，陈文峰所在队投入到大别山医疗中
心确诊病例三病区，坚持“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的“四集中”原则，确诊一例转入一例。整个医
疗中心大约收治1000多名病人，湖南第二批援鄂医疗队
一共负责120名病人的救治和护理工作，其中病重人员12
名、病危人员4名。

作为队长，陈文峰每天都要带领重症医学专家进入
隔离区内查房。隔离服非常厚重，穿在身上十分难受，可
大家每天一穿就是十余小时，期间不能喝水、不能上厕
所，为此每个人的裤裆里都塞着纸尿布。那种难受的滋
味，非亲自体验很难明白。“为了湖北同胞宝贵的生命，我
们依然得咬着牙忍受煎熬，日夜与死神赛跑。”陈文峰说。

陈文峰对N95口罩过敏，佩戴时间长了，嘴里、鼻上
都起了很多疱，瘙痒难耐，又不能去抓挠。同事给他送
来了抗过敏药氯雷他定，每天上班前他都要吃上一颗才
能坚持下去。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援鄂医疗队取名叫“硬骨
头连”，这是领导及同事们的期望，也是医疗队的自我激
励。为做好疫情研判、救治、防控等工作，湖南省第二批援
鄂医疗队申请成立临时党委。陈文峰和其他6名同志高
票当选为临时党委委员。在宣誓会上，“让党旗在疫情防
控一线高高飘扬”的誓言铿锵有力，久久回荡。

在黄冈前线
日夜与死神赛跑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周志斌 邓彦科

从疫情发生到严防死守，从
确诊病例到防控升级，新邵这片
土地的力量正在迅速凝聚。新邵
县委、县政府带领80多万人民群
众直面危机、迎难而上，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展开了一
场坚韧、顽强的阻击战。

全社会联动 全领域防控

如何筑牢疫病防控摸排的信
息基础？为核准数据底子，新邵县
坚持全覆盖入户走访排查和重点
人员深入排查相结合，以城市住宅
小区、老旧院落和农村集中居住区、
村民小组为单元，上万名干部参与
入户走访排查，全面实行地毯式排
查与网格化管理，对湖北返乡人员
采取“四包一”（一名镇乡干部、一名
村（社区）干部、一名乡村医生、一名
干警包一名返乡人员）的方式联防
联控，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从1月24日起，该县对流动摊
点、占道经营、店外经营的业户进行
清理和规范，突击检查县城农贸市
场，防止存在野生动物加工、销售行
为，督促全县31个农贸市场、46个

大中型商超做好“日清扫、日消毒、
日巡查”。同时，部署公安、交警、医
卫等部门力量，在新邵各个高速出
入口、邵阳北高铁站等重点路段设
置10个检查点，全天候24小时严
防死守，开展车辆安全检查、人员
体温检测、疫情监测等工作。

该县全面启动后勤保障，全力
协调重要物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
送。因口罩等医疗物资供应紧张，
该县红十字会向社会各界请求支
援。截至2月4日，累计接受社会
捐赠款3.1万元，接受物资捐赠28
批次，价值46.6万元，并将这些物

资和捐款及时送到抗疫一线。

最美“逆行者” 挺在最前线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最前线——新邵县人民
医院感染科隔离病区，医生、护士
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白衣卫士”
们穿戴着厚重防护服、护目镜、双
层手套穿刺、采血、输液，难度不亚
于穿针引线；多次进出感染科隔离
病区，不停更换隔离衣、消毒、洗
手，手都已经磨破皮了；为节省时
间，她们不敢喝水，尽量不上厕所，
甚至给自己用上了尿不湿……

目前，该县人民医院的确诊
病例病房、第二住院部留观病房
及县红十字会医院的后备病房已
经投入使用，全县1500余名医护
人员、3台专用救护车战斗在抗击
疫情的最前线，所有医护人员分
批培训到位，严阵以待。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他们的名字叫“最
美逆行者”。

党员当先锋 尽责严防控

新邵各地，一声声“我是党
员，让我上！”让人热血沸腾。

面对疫情加快蔓延的严峻形
势，全县5000余名党员提交了请
战书，成立志愿者队伍，参与宣
传、劝导、消毒、守卡等工作。

2月1日，小塘镇政府收到了
该镇留田村党员王锋波捐献的
1000 元疫情防控物资。“作为党
员，我应当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
这次抗击疫情做点事！”王锋波说。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每一名新邵党员都在用自己的方
式，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与使命。

新邵：干群战“疫”忙 坚守迎春光
邵阳日报记者 童中涵 通讯员 肖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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