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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确保医务人员
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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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高效完成
“六覆盖”
目标任务
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部署推进全面小康
决胜年
“六覆盖”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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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30条措施
支持湖南企业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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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9 日，
广汽菲克长沙工厂，一名工人正在作业。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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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苦都能吃
但儿子的视频让她泪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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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零部件被卡服务区防疫站点，
一小时解决

微 博 报 料：@ 潇 湘 晨 报
提供新闻线索奖金 30-1000 元

2月17日，
一批运送汽车零部件的货运车队被
滞留在了随岳高速服务区的防疫站点，
无法通关运
抵长沙。长沙经开区驻广汽菲克联络员了解到情况
后，
立即上报，
仅用一小时，
就完成了资质审批。

驻企联络员多次帮助该企业解决复工问题，
比
如集中解决返岗员工进行核酸检测等。目前，
长沙
经开区 234 家纳入此次统计的规上企业，已复工
20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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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在华外企已陆续复工

高校何时开学，
省教育厅回应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9 日在网上
记者会上回答涉及在华外资企业情况的提问时表
示，中方有关部门正在有针对性地协调解决外资企
业在投资、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大程度
减少疫情影响，一些具备条件的在华外资企业已开
始陆续复工复产。
耿爽表示，总的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
阶段性、暂时性的，中国政府在提振经济方面有足
够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
势不会改变。中方有信心完成既定的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
“当前，中方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正在取得成
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支持和推动各类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这其中就包括外资企业。中方有
关部门正在有针对性地协调解决外资企业在投资、
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大程度减少疫情
影响。据我了解，一些具备条件的外资企业已经开
始陆续复工复产。
”
耿爽说。
耿爽指出，近期，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外
资企业表示，相信中国一定能很快战胜困难，继续
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疫情没有影响他们在中
国投资经营的决心和信心。
耿爽强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高度融合，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就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
疫情当前，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世界。

地区、是否接触过疫情防控重点地区高危
人员等相关信息。
各高校要切实加强校园疫情防控工
作的检查与监控，严格控制校园人员进
出，落实进出人员身份核验、实名登记和
体温检测制度；严格管理校园保安、物业
保洁、食堂员工等相关人员，落实健康状
况检查与报备；严格规范校园卫生保洁工
作，定时开展消毒防疫，坚持垃圾分类清
运；严格控制人群密集性活动，原则上不
承担校外会议与培训。春季开学前，要组
织专业防疫人员，对学校大门、医院（医务
室）、教学楼、学生宿舍、食堂、图书馆等场
所进行全面消毒防疫。
省 教 育 厅 将 视 疫 情 防 控 进 展 ，经 科
学评估后提前公布春季开学时间。各高
校应根据全省统一部署，科学确定本校具
体开学时间，抓紧研究制订春季开学工作
方案。

2 月 18 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独联
体国家经济发展商务中心旅游委员会主任
阿纳斯塔西娅·帕夫洛娃（右）参加视频连线
活动。
一场为“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全球
视频连线活动 18 日在位于莫斯科的普列汉
诺夫经济大学举行。活动吸引全球 90 多个
国家的上千民众参加，他们向正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表达支持和鼓励。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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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能力，制订教
职员工分批返校返岗、学生分批错峰开学
方案。
各高校要指导正在发热或有疑似症
状的师生就地留观，暂缓返校，不允许带
病返校；要通知正在湖北等重点地区的师
生，应根据湖北省延长假期的规定暂不返
校，待假期结束后方可返校；要制定暂缓
返校学生教学方案，安排教师指导其在家
自学或在线学习，因未按时返校耽误的课
程，待返校后利用假期或暑假帮助其完成
学习任务。
在全国疫情整体解除前，各高校要严
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加大校园防控力度，
坚持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制度，严格落
实校园出入检查登记、师生体温定时监
测、防疫知识宣传教育、校园环境卫生整
治、公共场所通风消毒和心理健康排查疏
导等防控措施。
记者李柯夫

本报长沙讯 2 月 19 日，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发布公
示，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实
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和《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2019 年湖南省贫困退出实施方案〉的通知》，按照国家和湖南省
制定的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经县（市）申请、市（州）初审、省级
专项评估检查和专家评审并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我省
2019 年 20 个拟摘帽县（市）均符合摘帽标准，拟摘帽退出，今起予
以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省政府批准摘帽退出。如有异议，可
于 7 天内（2020 年 2 月 19 日—25 日）向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办公室反映。监督值班电话：12317。
这 20 个县（市）分别为：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城
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新田县、沅陵县、溆浦县、麻阳苗族自治
县、通道侗族自治县、新化县、涟源市、泸溪县、凤凰县、花垣县、
保靖县、古丈县、永顺县、龙山县。
记者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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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专列服务农民工返岗复工
ZAKER潇湘

武汉加油

湖南20县市拟脱贫摘帽

将根据疫情评估提前公布开学时间

本报长沙讯 2 月 19 日，省教育厅下
发《关于做好湖南省高等学校有序返校工
作的通知》指出，将视疫情防控进展，经科
学评估后提前公布春季开学时间。
通知要求，各高校要建立健全由党委
书记任组长，校（院）长为第一副组长，领
导班子成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
的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学校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并督促指导各二级院（系、
部）和各部门建立本部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机构。
摸排师生健康及出行情况。各高校
要建立教职员工和学生寒假期间健康与
行踪监测机制，通过在线填写、电话登记
等方式，组织师生如实填报健康卡，摸排
师生身体健康状况和返校前 14 天的可疑
接触经历、旅行经历。健康卡的内容至少
应包括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成员身体
健康状况、假期是否曾前往疫情防控重点

长沙部分企业
陆续领到首批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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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

近日，人社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铁路集团印发《关于做好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工
作的通知》，明确五方面举措：一是摸清出行需求。通过多种渠
道宣传农民工返岗复工“点对点”服务保障的信息，开通线上线
下报名渠道。二是开展行前服务。根据农民工集中返岗需求，
制定专门运输方案。三是组织返岗运输。提前集中登记信息，
按照“一车一方案”的原则，开展“点对点”包车直达运输。四是
做好抵达地交接。及时对接有关企业组织接收农民工入厂。五
是加强上岗防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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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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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告白
感谢你们一起加油

发自张家界
152吨物资送至武汉

上班之前
先来场安全考试吧

在黄冈市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湖南重症医学科，湖南（郴州）支援
黄冈医疗队队员卢礼齐、刘玉桃、樊
珂麟正在给患者发放晚餐。
“ 谢 谢 你 们 ，这 么 远 来 支 援 黄
冈。”病房内，接到医疗队员送来的
晚餐，患者说，刚住进医院，心情很
低落，湖南医疗队来了之后，真的很
高兴，
“感谢你们，
一起加油”。
登录 ZAKER 潇湘，看患者对医
务人员的告白。

2 月 19 日上午 10 时许，张家界
一批捐赠物资到达湖北汉南宝湾紧
急物资集散中心。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国
家森林公园管理局部职工自发捐款
近 17 万元，张家界旅游协会民宿客
栈分会也在组织第二次购买蔬菜援
助武汉。张家界当地村民听闻消
息，纷纷给爱心车辆“加塞”，爱心物
资从原计划的从 60 吨一直增加到了
152 吨。

近期，湖南省民营企业陆续复
工复产，迎来复工潮。有的企业要
求员工必须通过核酸检测才能复
工，有的企业要求员工复工前先隔
离观察，还有一家企业对返岗员工
展开了疫情知识考试。90 分以上算
合格，
不合格者需要参加补考。
不管什么方式，目的都是保证
防疫到位、安全生产。
登录 ZAKER 潇湘，看企业有序
复工与安全防护双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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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岁母亲举报女儿聚众打麻将
2 月 18 日，重庆北碚，袁婆婆的女儿将自家麻将馆的门锁起
来，让人偷偷在里面打麻将，94 岁的袁婆婆发现后立即向村干部
举报。经村干部的批评教育，65 岁的女儿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主动加入到防控疫情的志愿服务中。

@最后的文盲：这是硬核版的《听妈妈的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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