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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本报讯 见习记者刘珊珊、
通讯员潘勇报道：“听说有专车
直接送我们到务工目的地，我好
激动。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和帮助。”咸宁高新区外出务工
的聂女士说。3月23日傍晚，7
辆载着163人的“点对点”输送
返岗直达专车，缓缓驶出咸宁高
新区横沟桥东站广场，奔赴深
圳、广州、东莞三地。

“复工复产已经开启，但
是战‘疫’还未结束，为解决务
工人员‘出行难’‘就业难’问
题，我市采取了‘点对点’方
式，有序组织务工人员返岗复
工。”市就业局有关负责人说，
市人社部门加强对市内返岗
人员摸底调查，做到人员情况
底子清、务工意向台账清、就
业信息一单清，为精准服务外
出务工提供数据支撑。同时
积极与务工人员输入较多的

省市人社部门和企业进行协
调对接，强化三方协同合作，
统筹推进我市务工人员安全
有序返岗。

自3月13日以来，咸安、嘉
鱼、赤壁、通城、崇阳、通山人社
局均采取了“点对点、一站式”包
车输送方式帮助务工人员返岗
复工，直达广州、深圳、东莞、武
汉、绍兴、玉环等地。

据介绍，外出务工人员登车
前，都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了体温
测量、信息登记、健康证检查等
工作，并为他们发放一次性口
罩、防疫宣传手册等物品，工作
人员也对车辆进行了全面消毒。

截至3月24日，全市返岗
就业22.6万人，其中省内4.7万
人，省外17.8万人；市人社部门
通过“点对点、一站式”包车输送
返岗务工人员12718人，其中省
外12591人。

全市开展点对点专车输送服务

组织务工人员有序返岗

本报讯 记者镇强报道：3
月24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专门印发《关于为全市复工复产
提供司法保障的十条意见》，从
创新便民措施、打击涉疫犯罪、
加强民事审判等方面提出一系
列服务举措，为全市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工作提供有力的司法
保障。

其中，在创新便民措施方
面，开辟立案绿色通道，对受疫
情影响的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
因复工复产所涉诉讼案件，确保
优先立案，快速立案。

在打击涉疫犯罪方面，依
法严惩抗拒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措施犯罪、暴力伤医犯罪、制假
售假犯罪、哄抬物价犯罪、聚众
哄抢犯罪、造谣传谣犯罪等犯
罪行为，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在民事审判方面，对因受疫
情影响致使企业不能按期还本
付息引发的借款合同纠纷，一般
不支持出借方提前收回借款或
解除合同的主张。坚决制裁高
利贷等违规行为，切实降低中小
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和风险。

咸宁中院出台《意见》

为复工复产提供司法保障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焦阳报道：
24日，在通山县大路乡神堂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村民蔡建雄忙着清扫垃圾。

蔡建雄身患疾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一家4口人的生活支出全靠妻子外出务工。
2014年被评为贫困户。

“妻子目前还在家里。”蔡建雄说，受疫情
影响，妻子无法外出务工，经济压力很大。

“多亏了村里安排的保洁员岗位，减轻了
不少负担。”蔡建雄说，村里得知他的情况后，
聘请他在安置点清洁卫生，缓解了经济压力。

连日来，在余长畈村各村湾内，村民陈敬
木拿着喇叭宣传防火知识。陈敬木2012年在
矿山务工时不慎受伤致残，从此无法从事重体
力活，经济收入十分微薄，2014年被评为贫困
户。

“多亏了政府的关心帮助，现在生活越来
越有希望了。”陈敬木说，当生态护林员每年能
发4000元，增加了经济收入。记者得知，陈敬
木在空闲之余还养了8头牛，不断凭借自身勤
奋走上致富路。

寺下村贫困户杨新平、吴必红也纷纷感谢
政府聘请她们当生态护林员，有效改善了生
活。

“公益性岗位可让贫困劳力实现就业，严
防群众返贫致贫。”大路乡党委副书记金辉说，
对各村滞留劳动力进行摸排，积极与县内各企
业对接，点对点输送就业，针对劳动力较弱贫
困户，则提供公益性岗位进行安置。

今年，该乡共设有183个公益性岗位，比
去年新增70个。

“通过公益性岗位安排贫困劳力就业，可
有效防止群众返贫致贫。”县扶贫办主任成军
说，县内多渠道开发了公益性岗位。

为妥善安置因疫情暂时无法外出务工的
贫困劳动力,满足贫困户多元化的就业需求，
该县积极向省里争取生态护林员岗位，同时活
用企业扶贫车间分红和光伏电站收益，新增易
地扶贫搬迁和光伏扶贫公益岗位。

据悉，该县今年计划开发4353个公益岗
位，比去年新增252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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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志茹、特约记
者胡剑芳、李星报道：3月24日，市
区组建100支疫情防控巡逻小分
队，启动为期半个月的城区防疫大
巡逻活动。此举旨在进一步提高
市民疫情防控意识，防止疫情反弹。

据了解，此次巡逻队由公安、
检察院、法院、司法、城管、交通、
市场监管等市、区两级相关单位
组成，共出动100台巡逻车、400
余名执法人员，其中咸安区40台

车160人，深入城区街道、路口及
商超等公共场所开展防疫巡逻。

防疫巡逻过程中，通过宣传
车沿街不间断宣传市防控指挥部
有关政策、措施，防控知识和管理
要求；及时劝导、制止广场、商场、
街道人员非法聚集；宣传、引导、监
督商场、超市、企业、宾馆酒店等公
共服务场所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
关要求，并定期开展全方位消毒；
督促公共服务场所顾客及其他人

员佩戴口罩，对进出人员进行体温
测量，对发热人员做好登记并及时
妥善处理；对拒不服从巡查管理、
聚众闹事、聚众打牌赌博人员，依
法依规进行教育、打击、处理。

同时，巡逻队以步巡方式为
主，范围覆盖温泉和永安城区范围
内各大街小巷、商场、超市、企业、
宾馆酒店等公共服务场所，从早上
8点到晚上8点，力争在城区筑起
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控网。

我市组建百支巡逻队

坚持筑牢城区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 记者张大乐、朱哲、特约
记者江开群、龙钰报道：25日一大早，
嘉鱼县高级农艺师刘敏来到新街镇大
禾农业基地育苗大棚，察看冬瓜、南瓜、
茄子等蔬菜苗长势。

随后，他马不停蹄赶到陆溪镇莲藕
基地，围绕藕农关心的问题，开展水生
蔬菜生产技术指导。

嘉鱼县是全省蔬菜大县，也是全国
蔬菜保供基地。面对疫情，该县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一批党员
干部下沉农业生产一线，千方百计排忧
解难，争做问题终结者。

“往年春节前后，泥蒿在市场上炙
手可热。”县蔬菜办主任贺新良说，受疫

情影响，泥蒿对外销路不畅，价格大幅
跌落，很多农户望着地里大片的泥蒿，
急得红了眼眶。

一方面蔬菜市场供给不足，另一方
面蔬菜积压滞销。直面矛盾问题，县农
业农村局鲁东林等9名干部迅速成立
了蔬菜采收运输工作专班。

鲁东林和大家一边指导农户有序
下田，分时下地，开展抢收抢运工作。
一边发动蔬菜经纪人电话联系邻县邻
市经销商，为蔬菜外运开辟绿色通道。

武深高速潘家湾收费站是嘉鱼专
门设立的蔬菜运输绿色通道。截止目
前，共向全国各地发送蔬菜10600车
次，其中向武汉市配送新鲜蔬菜3500

车次约6.47万吨。
“现在摘出来的泥蒿有人收货，价

格稳定在三元一斤。”鱼岳镇陆码头村
泥蒿种植户岑新平说，本以为要血本无
归了，现在又看到了希望。

针对农业生产资料短缺等问题，该
县建立了“五个一”制度点对点服务清
单，实现一个问题由一个责任干部负
责，组建一个工作专班、制定一套落实
措施及方案，实行“一条龙”服务。

二月下旬以来，潘家湾镇平安洲金
润农业基地每天都有忙碌的身影，打包
运菜、翻地起垄、移栽菜苗、播洒玉米，
春耕生产作业随处可见，这些劳动者在
洲上的不同方位，分散劳动。

“县里和镇里的干部一直在帮我们
筹备调运春耕生产所需农资，建立了突
出问题点对点服务清单，这对我们加快
恢复生产非常有利。”金润农业负责人
张镇说。

大禾农业育苗大棚内蔬菜苗长势
喜人，生机勃勃。基地负责人金玉红
说，复产以来已累计抚育黄瓜、辣椒、茄
子、番茄等蔬菜苗700多万株，可移栽
面积2.3万亩。

“现在全县农业生产基本实现应收
尽收、应种尽种。”副县长华红说，我们
一定要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
因疫情阻滞的产业链接起来，把因疫情
造成的损失补回来。

确保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两不误

嘉鱼党员干部勇做问题终结者

“我作的词哦玉滒，还是我和小莫
唱的。”

24日上午11时27分，咸宁维也纳国
际酒店总经理陈芬玉手机里，收到云南援
咸医疗队队员赵力发来的微信信息。

点开一看，是云南医疗队员离开咸
宁前夕创作的MV《永生难忘》。

看完后，被云南医疗队队员们喊作
“玉滒”的陈芬玉眼眶又忍不住湿了，相
处55天的情景一一浮现眼前。

自22日云南医疗队凯旋，已经过
去两天，陈芬玉的心，一直空落落的，亲
人离去的不舍和失落，侵彻肺腑。

77张卡片里的思念

住在酒店的77名云南医疗队队员
们离开时，背包里都放着一张卡片。

卡片正面印着“此房将以您的名字
冠名。吾等终身感恩！您将终生享受
免费居住权”，以及他们的名字、房号，
背后，是玉滒写给白衣天使们的一封
信。

“感谢你们为这个城市，感谢你们
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出来，成为最美的逆
行者……待到春暖花开时，欢迎你们再

回来看看这个，我们曾一起守候的城
市。”

这张卡片，是玉滒送给云南医疗队
队员的离别礼物，大到封面名字、小到
卡片颜色，都是她自己设计的。

她将对朋友的不舍，化作信里的词
真意切；她将对恩人的感激，化为以你
之名冠我房间的决定；她将对亲人的思
念，化作“终身免费居住”的邀约。

卡片一式两份，云南医疗队队员临
走前一天，玉滒将卡片送给他们，收到
77句队员们写在卡片上的祝福：

“来时，我们肩负使命，不计生死千里
驰援；归去，我们心怀感动，同袍相送山河
相伴！玉滒，还有酒店的各位小伙伴，这
次一起拼过命的交情，我一定铭记！”

“春暖花开疫终平，此生无悔来咸
宁！”

……
这两天，想云南亲人想得难受，玉

滒经常拿着卡片一张张的翻看。

一碗牛汤锅里的深情

云南医疗队第一批队员是1月27
日到达咸宁的。玉滒清晰的记得他们

入住酒店的情景：一排排行李箱，一件
件物资，一组组印着中国卫生应急字样
的背包……

帮队员们整理行李时，玉滒发现行
李里有成人纸尿裤，压缩饼干，微波炉。

“那时，我就立志不会让他们用上
那些方便食品。”玉滒是这样想的，也是
这样做的。

为了给队员们加料，她绞尽脑汁挖
空心思：热干面、嘉鱼的鱼丸、通山的包
坨……咸宁的美食一一安排上。在“一
物难求”的时候，她硬是跑了几次乡下，
找到龙虾，从油焖到蒜蓉，一样都没少，
队员们尝着这份湖北美食，也把它当作
了“家乡”的味道。

听说队员们特别想念云南牛汤锅，
玉滒开始想办法。

彼时，咸宁疫情严峻，到处都买不
到新鲜牛肉。她发朋友圈求助，打电话
打听，后来通山一养殖户表示自家有
牛，而且有通行证，玉滒告诉他赶紧送
头牛来。可没想到对方的通行证只能
在县里通行，被卡在高速路口，玉滒赶
紧向指挥部以及各部门求助，终于在下
午4点收到了牛肉。

一边协调牛肉，玉滒还一边奔波寻
找牛汤锅关键材料小米辣和薄荷。材
料备齐后，结合网上查找的资料和向队
员们请教的注意事项，玉滒开始动手。

将牛肉、牛杂、牛头混着一起熬煮，
一锅牛汤，整整熬了一晚上。接下来最
重要的一步，就是焙制胡辣椒，呛到涕
泪齐流，玉滒依然和厨师奋战在厨房。
当天下午，劳累的队员们从医院回到住
处，喝着牛汤锅，激动得泪水掉下来：

“这是我们云南的味”。
此后，隔段时间，玉滒就要学个云

南菜，为队员们鼓劲：辣子鸡、凉拌香
椿、麻辣洋芋、老奶洋芋……一样样的
云南味，一份份的云咸情，玉滒用美食，
烹煮着云南和咸宁的情谊。

8声喇叭里的不舍

22日，云南队员们要走了。当天，
玉滒起了个大早，在酒店门口和每个队
员告别。

看到他们哭，玉滒边笑着说“不要
哭，又不是再也不见了”，边忍不住湿了
眼眶。

（下转第六版）

“煮”出来的云咸情
——咸宁“玉滒”和她的云南亲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见博

民企转产
制口罩

3月20日，在通城县润康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车间，员工正在有序生产口罩。

该公司原主要生产经营医疗器械、
医用卫生材料等。为满足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口罩市场的需求，该公司2月中
旬就地将原生产车间转化为标准化口
罩生产车间，迅速购进安装一条线自
动化生产线。前期试生产的口罩，经
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检验合格后，目
前已投入正式生产，日产量达到40万
片，有效缓解了当地口罩紧缺问题。

刘建平 摄（影像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