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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万众一心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经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军队
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武汉火
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
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
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

开床位860张，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计划展开床位 700
张。两所医院均开设临床病区，
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
诊断、药械、消毒供应、信息、医学
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
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

部队多个医疗单位。根据医院
容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员
将分批投入支援，首批力量1400
人于2月13日抵达武汉，并计划
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
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3批次
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报道:2月13
日下午，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指挥长孟祥伟主持召开指挥部会
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分析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研究加强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和云南对
口支援咸宁医疗队专家代表一起，会商
调度我市下一阶段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对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贯彻落
实力度，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
地。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始终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有力、有序地把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既是一次
大战，也是一次大考。全市各级领导干
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切实抓好工
作落实，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
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会议强调，要切实落实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
求，全面、精准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进

一步加强宣传，引导群众理性应对，防
止过度反应。公共场所消杀要专业规
范，科学有度。医疗物资贮备坚持开源
与节流并重，精准调配、节约使用。加
强对医院等重点场所的治安管控，对伤
害医护人员行为“零容忍”，坚决维护正
常医疗秩序，确保社会大局安宁稳定。

会议强调，要对照上级要求和群众
期待找差距、找对策，把弦绷得更紧，把
工作做得更扎实。坚持以县域为单元，
分类、分区施策，相信市场的力量，尽可
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优化发热门诊
的设置，规范操作流程，提高分诊质

量。严格落实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救
治要求，千方百计提高收治率和治愈
率，尽最大努力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竭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市委副书记、市长、指挥长王远鹤，
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
政法委书记、常务副指挥长蒋星华，云
南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云南对
口支援咸宁医疗队前方指挥部指挥长
许勇刚，副市长、副指挥长刘复兴，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副指挥长肖天树参
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镇强、通讯员
赵雅静报道：昨日，咸宁市气象
局发布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明后
两天，我市将迎来寒潮和雨雪天
气，需加强防范雨雪、强降温和
大风不利影响。

据了解，受强冷空气南下影
响，预计2月15日-16日，我市
将有一次寒潮和小到中雪天气
过程。强降温、雨雪、大风天气
明显，部分山区有积雪、道路结
冰和冰冻。

咸宁市区15日上午小雨，
午后转雨夹雪，晚上转中等强度
降雪，伴随明显降温和大风天
气。气温下降剧烈，降温幅度达
10-12℃；风力增大，偏北风4-

6级，阵风可达7-9级。预计16
日凌晨降雪停止。16日和 17
日早晨最低气温为-2-0℃。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攻坚期，此次寒潮天气降温剧
烈、风力大，并伴有明显雨雪冰
冻天气。

为此，市气象专家建议：医院
需提前做好病人和医护人员防寒
保暖，公众需做好防风防寒准备，
预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等疾病发
生。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防范
雨雪和道路结冰等对人员和物资
运输造成不利影响。要加强水电
气供应调度管理和线路、管网的
巡查，做好设施农业、畜禽养殖等
大棚加固和保温等工作。

明后两天，咸宁迎来雨雪降温天气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讯员郑红霞、周
理勇报道：2月10日，崇阳县法院开庭审理被
告人叶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最终，叶某
因辱骂防控工作人员、殴打公安民警，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这是我市依法依规、从严从实、快审快结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生的一起典型案件。

面对严峻的疫情，我市坚决依法打击拒
不配合防控工作、故意隐瞒接触史等违法犯
罪行为；严明防疫纪律，依纪依规依法追责问
责疫情防控工作不力等问题，统筹推进防控
工作。市纪委监委还专门发出《关于严明“十
个严禁”确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暗访发现，咸
安区汀泗桥镇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责任不力，给
疫情防控工作带来重大隐患和不良影响。

2月4日，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
批准，给予汀泗桥镇党委书记雷玲，汀泗桥镇
党委副书记、镇长刘志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月3日，经市委组织部研究，提名免去刘志
敏汀泗桥镇政府镇长职务；2月2日，咸安区
委免去孙鹏汀泗桥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区
监委派出汀泗桥镇监察室主任职务，咸安区
纪委分别给予汀泗桥镇党委副书记贺国华、
孙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连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十个严
禁”执行情况加强监督执纪问责。截至2月
10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问责23个党
组织，285名责任人。

全市提高依法防控和依法治理能力，在
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对拒不
配合防控工作、故意隐瞒接触史等违法犯罪
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处理、依法追究法律责
任。

1月24日，通城县工作人员依法对G353
国道北港路口开展疫情防控，违法行为人陈某
与其女朋友陈某某拒不配合检查，踢损执勤车
辆，踢伤执勤民警、咬伤一名辅警右上肢。2月
7日，通城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被
告人陈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市公安机关高度重视涉疫违法犯罪行为
打处工作。1月23日至2月9日，共侦办涉疫
刑事案件10起，查处涉疫治安案件、办理涉疫
行政案件332起，行政拘留343人，罚款427
人，警告、教育训诫2703人，形成强力震慑，确
保了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市委主要
领导多次强调，要用笨办法、下苦功夫
抓好防控工作，万不可有侥幸、取巧心
理。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用
笨办法、下苦功夫，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总体战。

不惜“牛刀杀鸡”，以“大概率思维”
应对“小概率事件”。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面对肉眼看不见的敌人，我
们必须树立“大概率思维”，不惜“杀鸡
用牛刀”，从大处着眼加强谋划，从细处

着眼防微杜渐，有针对性地增强预警能
力、适应能力和防控能力，把防控方案
想得更周全一些，把应对措施考虑得更
充分一些，把各类物资储备得更足量一
些，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
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运用“傻瓜法则”，把复杂的疫情防
控问题程序化。疫情防控工作千头万
绪、涉及方方面面，决不能打乱仗。我们
要善于运用“傻瓜法则”，通过改进工作
流程、优化工作机制，把复杂的疫情防控
问题程序化、格式化、固定化，把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流程简单化、明了化、规范

化，让广大医务工作者、党员干部和老百
姓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知道该怎么做。

坚持深度工作，把疫情防控往“深实
严细久”里做。现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
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我们要
积极推行“五到四从四多”工作法，心想
到、脚走到、眼看到、手抓到、要求做到；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本职工作做
起、从一点一滴的日常具体事情做起；调
研多走一里、问题多思一层、工作多干一
份、督导多提一条，切实提高防控工作的
科学性、精准度和实效性。尤其要拿出
霹雳手段，地毯式清查、网格化管理“四

类人员”，严格实行有监督管理的居家隔
离，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疫情防控，人命关天。我们必须时
刻想着为党分忧、为民解难，以“做不好
疫情防控工作，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的责任感和压力感，采取人
盯人的“笨”办法，下足严防死守的苦功
夫，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控
工作，争取这场防疫斗争的最终胜利。

战“疫”要用笨办法下苦功夫
○ 尹峰

本报讯 记者甘青、通讯员
王伟俊、陈卓报道：2月7日，市
委组织部一组数据显示，截止当
天，全市有43169名机关企事业
单位党员干部深入 887 个村
10201个小组，173个社区1369
个网格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月3日，市委决定，在全市
党员干部中开展“亮身份、践初
心、比作为”活动，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全市
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全体党
员干部全力参与。

在网格小区，党员志愿者率

先垂范。64岁党员志愿者周华
生是咸宁市林业局的一名退休
干部，大年初三就主动请缨到小
区门口“看大门”。在村小组，党
员志愿者冲锋在前。57岁的通
城县隽水镇油坊村第一书记张
剑虹，身体做了心脏造影，安了
两根支架。大年初二就一直在
罗家水库路口执勤点，和村干部
们一起并肩作战，每天工作超过
12小时。

目前，全市成立了1314个
临时党组织（7个党委、1个党总
支、1163个党支部、143个党小
组）。全市有31人火线入党，
255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我市成立1314个临时党组织

四万余名党员志愿者奋战一线

我
市
严
查
违
纪
违
法
行
为
不
松
劲

目
前
已
问
责2

8
5

人

行
政
拘
留3

4
3

人

、

咸宁—昆明远程
生命线连接成功

2月13日，在咸宁市中心医院远程
医学服务平台，咸宁昆明两地专家正
在对病例进行远程会诊。

当日上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影像云”远程诊断平台与咸宁
市中心医院远程医学服务平台，成功
实现连接，可为前方提供及时有效、高
水平的医学影像学会诊支持，将助力
新冠肺炎有效确诊。

云南网记者 李荣 杨峥 摄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强调

把弦绷得更紧 把工作做得更实

本报讯 记者程昌宗、通讯员骆晓
丽报道：“今天，我们一共从岳阳接回人
数为248人，加上前面4天，总共已经
接回444名滞留外省的咸宁老乡。”13
日晚21时许，随着最后两台载着咸安
乘客的大巴车安全驶入咸宁汽车站，带
队赴岳阳的市运管处处长何汉春一颗
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在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逐一核
对车辆人员信息，并依次放行下车，经
测温、消毒后，由其接收证明所在地工
作人员统一带回并交社区管理，进行为
期14天的居家隔离。

13日，网上报名登记的滞留外省咸
宁市民已经累计超过2400人次。何汉
春说，市交通运输局抽调了10余名工作
人员负责审核确认，其中有一部分报名
信息为重复报名或暂无隔离证明，还有
一部分报名者为目前因各地交通管控
滞留湖北省内其他市州的咸宁市民，均
不符合此次接回人员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是以第一个‘吃螃蟹者’
的决心，创造条件让更多滞留外省咸宁
老乡及时回家，对于不符合条件者，也
请理解。”何汉春说，通过工作人员加班
加点审核确认并汇总，今日安排了8台

车辆组成的赴岳阳车队，将248名符合
条件的咸宁市民接回。

一家五口下车后，李女士对工作人
员连声道谢。1月20日，全家人到深
圳亲戚家过年，一直被困未归。直到2
月9日看到咸宁日报传媒集团新媒体
平台发布的接老乡回家新闻后，她马上
按要求填写网上报名，并于次日接到确
认信息电话。“那时候我还不敢相信是
真的，我们全家终于可以回家了，最让
我们没想到的是这是一趟免费接我们
回家的专车，特别感谢党委政府牵挂着
我们，一定按要求做好隔离，早日能为

咸宁防疫多出一份力。”
自咸宁——岳阳点对点包车接咸

宁老乡回家临时专线运行5天来，岳阳
当地从安全、交通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
助，合力做好帮咸宁老乡回家工作。
13日，受咸宁市防疫指挥部委托，何汉
春在岳阳东汽车站向现场执勤的岳阳
公安、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赠送锦旗
致谢。

据悉，这条饱含咸宁市委、市政府
对咸宁人民关爱之情的爱心专线将会
持续开通，将帮助更多滞留在外的咸宁
市民早日回到家乡的温暖怀抱。

248名滞留外省咸宁老乡昨日回家
爱心专线运行5天，共计接回44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