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点药店
配货忙

21 日，温泉城区民联医药商场
温泉店店员按生活物资代购员发来
的订单拿药、打包。该药店是疫情
防控期间定点供应店，自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以来，全体员工一直坚守
岗位，为市民准备防疫物资和所需
药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26日，
市医保局发布《关于切实保障参保人
员疫情期间慢性病购药需求的通
知》，提出参保职工及城乡居民慢性
病患者用药实行长期处方结算，在遵
循医嘱的条件下，可延长一次性处方
药量至3个月，切实保障我市参保人
员慢性病购药需求。

《通知》中明确提出，全市医保机
构要公布定点医药机构信息，做好购
药信息收集，做到让参保人员知晓、
掌握购药信息渠道。各相关定点医
药机构主动与各社区(村)做好衔接、
配合，与社区（村）代购员共同做好药
品代购和配送工作。

参保职工及城乡居民慢性病购药

发生的医疗费用，定点医药机构能够
直接刷卡结算的，由定点医药机构负
责及时结算，并出具医保结算单；不能
直接刷卡结算的可由参保个人先行垫
付，由定点医药机构出具购药发票、费
用明细清单（或门诊处方），待疫情结
束后由参保患者到参保地医疗保障服
务大厅按政策办理报销结算手续。

对享受各类肿瘤、再生障碍性贫
血、器官移植术等特殊慢性病待遇的
参保人员，确因经济困难，在疫情期
间无法先行垫付的，各地医疗保障部
门可采取电话、微信等不见面办方式
进行慢性病配额。要安排专（兼）人
员，负责落实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有关门诊慢性病待遇。

疫情期间，参保人员慢性病如何购药？
可延长一次性处方药量至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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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疫情防控松不得，脱贫攻坚等不
起。眼下，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个战
场都迎来关键时刻，如何夺取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的双胜利？

活跃在全市农村疫情防控和脱贫
攻坚一线的驻村扶贫工作队，用他们的
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当好“排头兵”：织密农村疫情防控网

“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做
好自己的事。”市委办驻通城大坪乡内
冲村工作队队长张虎，每天早上到村委
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叮嘱队员们去各自
包保对象家中开展排查和防控宣传，督
促村民继续做好防控工作。

我市疫情防控阻击战刚一打响，市
扶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就紧急动员，
要求所有市直工作队迅速到村到岗，就
地转为疫情防控工作队，当好农村地区
疫情阻击战的排头兵，协助当地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

各县（市、区）工作队也纷纷行动。
1月24日（农历大年三十），赤壁市扶
贫办要求，各级驻村工作队立即返回

“战场”，参加“战斗”。
当天，赤壁市138支扶贫工作队全部

到岗到位，深入村组发放口罩、宣传册、设
立检查卡口，为村民代购药品食品等。

目前，全市901支驻村工作队、3908
名驻村工作队员冲锋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最前线，当好农村地区防控指挥员、知识
宣讲员、排查管控组织员、一线战斗员，
带领村民织密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网。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数据显示，
截至2月25日24：00，全市双无村、社
区数（不含城区）889个，占比92.51％。

当好“主攻手”：千方百计巩固脱贫成果

咸安汀泗桥镇洪口村草莓种植户
应启节，种植了14个大棚近12亩草莓
园，因交通管控无人采摘、销路不畅，红
透的草莓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

市水利和湖泊局驻村工作队获悉这
一情况后，一边帮应启节购买包装盒，一
边发动市直水利系统干部职工及亲朋好

友认购，并帮忙解决好送货问题。
目前，市水利和湖泊局工作队共帮

助当地农户销售草莓300多斤、土鸡
70多只、鸡蛋2000多枚。

疫情防控期间，市、县扶贫办开辟
出滞销农产品销售绿色通道。贫困户
只要打一个电话，扶贫办就立即帮助他
们联系电商平台，多渠道帮助贫困户的
农产品实现外销。

2月19日，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
部印发《关于落实“四抢四保”推动当前
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通知》，全市各级
驻村工作队广泛发动各生产主体和农
民群众，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全
力做好“主业”： （下转第八版）

疫情防控不松劲 脱贫攻坚不耽搁
——我市驻村扶贫工作队助力夺取“双胜利”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陈坤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刘震
报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2月 26日
晚，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省医疗
队临时党委发展的第一批10名
党员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宣誓仪式简朴庄重。在前
方总指挥部，云南医疗队祝文
银、郤悛芳、赵健华、李勰4名预
备党员高举右手，面向党旗宣

誓。同时，医疗队分散在咸安、
通城、赤壁、嘉鱼、崇阳的张吉
东、李玲、王雪玉、张丽池、杨芳
发、黄秋林6名预备党员通过手
机连线的方式，庄严宣誓。

云南省对口支援湖北省医疗
队临时党委书记许勇刚对新党员
的加入表示欢迎，并希望他们牢
记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同时，许勇刚寄语在场的预
备党员，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接受党的考验。

云南10名白衣战士咸宁“火线”入党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
张静报道：25日至26日，市委书
记孟祥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
鹤分别向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
馆、苏里南驻中国大使馆，苏里南
共和国帕拉市、匈牙利威莱士艾
及哈兹市、美国库伯蒂诺市、法国
奥贝维利耶市、突尼斯梅德宁市、
韩国京畿道义王市、韩国江原道太
白市、马来西亚诗巫市，突尼斯总
工会、哈萨克斯坦工商投资会、马

来西亚纳闵直辖区委员会、马来西
亚茶业商会、马来西亚纳闽中华商
会、马来西亚东盟中国经济贸易发
展促进会总会、白俄罗斯中国企业
商会致信，代表咸宁市委、市政府
及300万咸宁人民，向他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孟祥伟、王远鹤在信中说，疫
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迅速、科
学、全面、有效地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防控疫情。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当前，各方面工作正富有成效
地向前推进。你们的热情帮助，
让我们感动不已，为我们抗击疫
情增添了满满的信心。

孟祥伟、王远鹤表示，我们坚
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势，有全国人民的鼎
力相助，有国际社会的关心和支
持，我们必将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市委市政府向中国驻外使馆、外国驻华
使馆、友好城市和国际商会发出感谢信

经过艰苦努力，目前我市疫情防控
形势积极向好的态势正在拓展，已有多
天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为“0”，曙光
初现，信心倍增。

但我们要清醒看到，新冠病毒具有
相当的隐蔽性，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这个时候，我们务必保持高度戒备
状态，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启动倒推、追
溯机制，把各项工作重新过一遍“篦
子”，继续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
防控工作。

再过“篦子”，就要查漏补缺。千里
之堤，毁于蚁穴，有时一个小的漏洞会
诱发一场大的危机。省委提出的“四

率”目标实现的如何？救治、阻隔两大
关键环节是否抓牢？“三个全覆盖”是
否实现？“两个闭环”是否形成？我们要
带着这些问题，坚持“点、线、面”结合，
用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去查漏洞、
补缺口、强弱项，尤其要争分夺秒做好
流行病学调查和“四类人员”收治，坚决
防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再过“篦子”，就要织密网络。疫情
防控工作已经开展一个多月了，各项工
作也应从仓促应战状态，转为正常、有
序、良性循环的工作状态。我们要抓牢
重要窗口期，进一步织密工作网络，优
化工作流程，完善工作机制，做到既各

自为战、人自为战，又沟通顺畅、配合紧
密，使整个运行系统更加坚强、更加有
力，决不能再打乱仗。

再过“篦子”，就要打牢基础。现阶
段，我们既要一手抓疫情防控，还要一
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艰巨繁重的任务
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主动工作、深度工
作、精细工作，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
化疫情防控策略，以更高的标准、更严
的要求，全面提升各项工作质效，做到
既把当前的问题解决好，又为今后工作
打牢基础。

再过“篦子”，就要防止反复。当
前，疫情仍存在反复的可能，但少数干

部却出现了思想松懈的苗头：一类表现
为“盲目乐观”；另一类表现为“精神疲
劳”。正如伏尔泰所说，使人疲惫的不
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
子。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
醒，增强忧患意识，不麻痹、不厌战、不
侥幸、不松劲，继续咬紧牙关，一仗接着
一仗打，不断巩固成果、扩大战果，不获
全胜决不轻言成功，坚决防止出现疫情
反弹和“倒春寒”！

把疫情防控工作再过一遍“篦子”
○ 尹峰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
员卢敏报道：27日，记者从商务
局获悉，我市共设立了640个规
范保供应点，确保市民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商务部门在中心城区设立
了113家生鲜蔬菜保供点，21
家奶粉店。并把亿丰、华信农
批市场作为战“疫”时期蔬菜等
生鲜物资货源组织的重要基
地，确保供应链顺畅。

我市采取集中订购、代买
配送等方式，商超为主，电商为
辅，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社区
网格员、物业管理员、党员志愿
者主动化身“采购员”和“送货
员”，仅咸宁城区45个社区共产

生1890名代购员。
至2月25日，咸宁城区9大

主要超市和通山、通城、嘉鱼的
大型商超及部分农贸市场库存
大米1280.5吨，按日销量50.47
吨可供 25天；面条153.48吨，
按日销量9.95吨可供15天；食
用油386.91吨，按日销量11.41
吨可供33天；鸡蛋105.35吨，
按日销量7.75吨可供10天；猪
肉 194.86 吨, 按日销量 33.75
吨可供5天以上；禽肉60.05吨，
按日销量5.46吨可供11天；牛
奶（含酸奶）204.32吨, 按日销
量6.93吨可供29天；蔬菜490.9
吨,按日销量217.88吨可供2天
以上。

市民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本报讯 记者刘文景、邓昌炉、镇强、通
讯员柯国强报道：“大家都不要外出，要购买
的物品一律由我代买！”2月26日上午，在通
山县大路乡塘下村路口值守点，该乡辅警陈
建民正在值班。他拦下两个准备外出买菜的
村民，并接下他们的购物单。

“每天值班12小时左右，主要工作是做
好路口值守，及时劝阻村民外出，并抽时间帮
村民购买生活必需品。”陈建民说。

记者翻看他的值守记录本，上面详细记
录着每一个进出人员的姓名、出入理由、体温
情况，等等。

在通山县，像陈建民这样坚守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辅警共有187名。

去年，通山县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为增强农村群众的安全感，在成
功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县187个行政村全面
铺开“一村一辅警”工作，为农村基层“治”出
一片和谐新天地。

此次疫情发生后，通山公安局第一时间
发动各村（社区）辅警，迅速投身疫情防控第
一线，争做农村抗击疫情的先锋队、特战队。

2月初，因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通山
县燕厦乡五名村干部被全部隔离。关键时
刻，驻村辅警李名瑞站出来，立即带领本村党
员和治安志愿者开展自治互治工作，进行“三
类人员”摸排，并登记造册，做到不漏一户、不
漏一人，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要不是名瑞，我家里要断炊了！”村民陈
婆婆这样夸李名瑞。由于封控，部分村民和
孤寡老人缺少米、面、油、菜等生活物资，李名
瑞都一一买好送到村民家中。村民有什么事
都找李名瑞，他俨然成为村民心中的“代理村
主任”。

2月16日，通山县厦铺镇花纹村老焦发
现家里的液化气就要烧完了，但村湾封闭，
灌煤气又只能去镇里，这让老焦犯了愁；同
村的老阮，儿女节前从武汉返乡后，一家人
自觉在家隔离，储备米面菜快吃完了，也开始
着急……但在第二天，驻村辅警袁治军就为
他们一一解决了难题。

原来，袁治军在配合镇村干部每天入户
宣传测体温排查的同时，还主动提出由他为
村民代购生活物资。“群众只要把所需购买
的物资清单发到我微信里，我第二天就一定
帮他们买好，并送到家中。”袁治军说，经常
来回跑，虽然有点麻烦，但这是我们辅警的光
荣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得好，让我们及时补齐了
农村基层治理的一个短板。”通山县副县长、
公安局局长姜黎明说，实践证明，“一村一辅
警”是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的好机制，必
须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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