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讯 （（通讯员通讯员 蒋知富蒋知富））
““父老乡亲注意了父老乡亲注意了，，冠状病毒防范冠状病毒防范
好好，，小心病毒来侵扰小心病毒来侵扰，，大家都得学大家都得学
几招几招，，返乡回来要报告返乡回来要报告，，防控常识防控常识
要知晓要知晓，，亲友不把门来串亲友不把门来串，，电话微电话微

信互拜年……信互拜年……””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每天上每天上
午午 88 点半点半、、99 点半点半、、1010 点半点半、、1111 点点
半半，，下午下午22点半点半、、44点半点半、、66点半点半，，我我
县的应急广播都会准时响起县的应急广播都会准时响起，，播播
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最新进展和各种防治方法疫情最新进展和各种防治方法，，
提醒村民一些防控的注意事项提醒村民一些防控的注意事项。。

““每天每天‘‘大喇叭大喇叭’’的准时响起的准时响起，，
提高了村民对疫情形势和防控措提高了村民对疫情形势和防控措
施的认识施的认识，，消除了大家的抵触畏消除了大家的抵触畏
惧心理惧心理，，遏制了谣言遏制了谣言，，提振了信心提振了信心，，
也让村民自觉配合和参与到疫情也让村民自觉配合和参与到疫情
群防群控行动中来群防群控行动中来。。应急广播在应急广播在
宣传防疫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宣传防疫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用，，成了农村防疫宣传的生力军成了农村防疫宣传的生力军。。””
县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县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据悉，，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县文化旅游委组织文艺工作者县文化旅游委组织文艺工作者，，
把防疫知识编成朗朗上口把防疫知识编成朗朗上口、、通俗通俗
易懂的方言顺口溜易懂的方言顺口溜、、诗歌朗诵等诗歌朗诵等
节目形式节目形式，，通过应急广播大喇叭通过应急广播大喇叭
传送到城镇乡村传送到城镇乡村，，高频次高频次、、全方位全方位
为村民发布疫情信息为村民发布疫情信息，，宣传防控宣传防控
措施措施，，打通了防疫宣传的打通了防疫宣传的““最后一最后一
公里公里”。”。

爱心人士捐赠爱心人士捐赠33万余元的防护物品万余元的防护物品

爱心企业捐物资爱心企业捐物资 传递抗传递抗““疫疫””正能量正能量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简
训）2月5日，在全民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关键时
期，秀山登峰商贸有限公司向秀
山红十字会捐赠了价值1.2万元
的疫情防控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登峰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
张洪杰说：“我们捐赠了矿泉水
200 件、方便面 100 件、牛奶 50
件，向奋斗在一线的全体员工，

表示一点心意。”
据了解，自我县防疫工作

开展以来，秀山红十字会已陆
续收到爱心企业及爱心人士
捐赠款物 16 万余元，目前已
全部分发到位。县红十字会
表示，本次捐赠的物资也将由
县红十字会陆续分发到全县
各疫情检测站点，送给冲锋在
一线的工作人员手中。

本报讯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田田
坤坤））22 月月 55 日日，，团县委通过县疫团县委通过县疫
情防控指挥部积极协调筹措情防控指挥部积极协调筹措，，
将将 100100 个口罩和个口罩和 500500mlml 消毒酒消毒酒
精送到了援鄂医疗队员田丽君精送到了援鄂医疗队员田丽君
家人手中家人手中，，为全力做好一线医为全力做好一线医
务人员后勤保障工作务人员后勤保障工作，，解决他解决他
们的后顾之忧们的后顾之忧。。

据悉据悉，，田丽君是我县乌杨田丽君是我县乌杨
街道人街道人，，系陆军第九五八医院系陆军第九五八医院
的一名军人的一名军人，，曾参加支援利比曾参加支援利比
里亚抗埃博拉任务里亚抗埃博拉任务。。疫情发生疫情发生
后后，，田丽君又主动递交请战书田丽君又主动递交请战书，，
并于并于11月月2424日随陆军军医大学日随陆军军医大学
医疗队出征武汉支援新冠病毒医疗队出征武汉支援新冠病毒
防治任务防治任务。。对于田丽君的选对于田丽君的选

择择，，家人们在支持的同时家人们在支持的同时，，也在也在
默默的为她加油默默的为她加油。。

近日近日，，团县委收到江北团团县委收到江北团
区委来函区委来函，，希望我县为田丽君希望我县为田丽君
家人协调解决所需的口罩家人协调解决所需的口罩、、消消
毒液等物资毒液等物资。。为了解决田丽君为了解决田丽君
的后顾之忧的后顾之忧，，让她能安心投入让她能安心投入
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到一线疫情防控工作。。22 月月 55
日日，，团县委工作人员将积极协团县委工作人员将积极协
调所得物资送到了田丽君家人调所得物资送到了田丽君家人
手中手中。。县委县政府还为田丽君县委县政府还为田丽君
家人送去了慰问金家人送去了慰问金。。

田丽君哥哥田自强说田丽君哥哥田自强说：“：“我我
们会及时将县委县政府的关心们会及时将县委县政府的关心，，
及时告知我妹妹及时告知我妹妹，，让她在前线安让她在前线安
心工作心工作，，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本报讯本报讯 （（通 讯 员通 讯 员 罗洪罗洪
君君 姚姚 雪雪）“）“疫情当前疫情当前，，医护医护
人员勇敢逆行人员勇敢逆行，，我也想尽一份我也想尽一份
自己的力自己的力，，让他们少一点后顾让他们少一点后顾
之忧之忧，，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22 月月 33 日日，，
石宇主动联系了县红十字会石宇主动联系了县红十字会，，
想通过红十字会向我县抗击想通过红十字会向我县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人员捐赠防护物品防控工作人员捐赠防护物品。。

随后随后，，秀山红十字会立即秀山红十字会立即
将总价值将总价值 3450034500 元的元的 400400 套防套防
护服护服、、200200 个护目镜个护目镜、、19001900 副橡副橡
胶手套胶手套，，移交给县卫生健康委移交给县卫生健康委，，
并嘱托其转交给县新型冠状病并嘱托其转交给县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定点救治医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定点救治医
院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院及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防护服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护目镜等防护

物资对于奋战在防疫一线的物资对于奋战在防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来说医护人员来说，，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近近
期期，，随着疫情的蔓延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县的我县的
防护物资越来越紧缺了防护物资越来越紧缺了，，这批这批
物资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物资的到来无疑是雪中送炭，，
能解决燃眉之急能解决燃眉之急，，我们将第一我们将第一
时间把这批物资发送到一线时间把这批物资发送到一线
医护人员手中医护人员手中，，以便更好地保以便更好地保
障他们的安全障他们的安全，，从而全力开展从而全力开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情防控工作。”。”县卫生健康委县卫生健康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负责人表示。。

疫情无情疫情无情，，人有情人有情。。希望希望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疫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疫
情防疫战中来情防疫战中来，，相信通过我们相信通过我们
大家的共同努力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打赢一定会打赢
这场疫情阻击战这场疫情阻击战！！

清溪场镇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清溪场镇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韦）2月5日，记者在清溪场镇龙
凤村看到，镇村干部正走村入
户，采取张贴标语、播放音频、上
门讲解等方式，告诫村民不聚
会、不串户、少出门、戴口罩，并
对外省回乡未达 14 天的人员进
行体温测量。

全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清
溪场镇高度重视，迅速行动，采
取管车管人、管市管供、管场所
管活动等措施，强化宣传监督，
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龙凤村村民杨念说：“经过
镇上和村上的讲解、劝导，我们
无事基本不出门，如果出去买
菜，都是戴着口罩去。”

据介绍，清溪场镇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在全镇各村（居）
开展入户排查，全面掌握返乡人
员情况，采取“多盯一”方式，尤
其是对湖北及浙江温州等地回
乡人员进行严密监管，确保早发
现、早隔离、早治疗。同时，全面
暂停赶集活动，持续开展禁操、
禁赌、禁宵夜、禁文化活动等专
项行动，并在村寨口设置关卡，

对进出车辆、人员进行严格登
记，保障出行、严防输入。

“除此而外，该镇还在强化宣
传上下功夫，成立村级宣传队，
配齐各村居民小组小喇叭，每天
巡回宣传。”清溪场镇芒洞村村
主任余志祥说，在群众生活必需
品供应保障方面，该镇则采取相
关店铺限时营业，其余店铺暂停
营业的方式，分时段开放生活超
市、农贸市场、药店、母婴用品店
等，严格要求经营者按规定做好
消毒、通风等防控工作，全力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县市场供应充足我县市场供应充足

本报讯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彭彭
璐璐 田孟艳田孟艳））22 月月 11 日日，，记者从县记者从县
商务委了解到商务委了解到，，我县重要生活必我县重要生活必
需品供应充足需品供应充足，，米米、、面面、、油等生活油等生活
必需品完全能满足居民生活需必需品完全能满足居民生活需
求求。。

““目前目前，，我县储备有市级储我县储备有市级储
备粮备粮 98449844 吨吨，，县级储备粮县级储备粮 65746574
吨吨 ，，应 急 大 米应 急 大 米 800800 吨吨 ，，食 用 油食 用 油

13001300箱箱，，食盐食盐410410吨吨，，白糖白糖1010吨吨，，
冻猪肉冻猪肉 8080 吨等吨等，，完全能满足供完全能满足供
应应。”。”县商务委党组书记县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杨主任杨
志勇表示志勇表示，，自疫情发生以后自疫情发生以后，，我我
县 高 度县 高 度 重 视 必 需 品 的 保 供 工重 视 必 需 品 的 保 供 工
作作。。按照市商务委和县委政府的按照市商务委和县委政府的
要求要求，，加强了物资储备加强了物资储备，，目前我县目前我县
生活必需品的保供生活必需品的保供，，完全能够保完全能够保
证市民的需要证市民的需要，，大家不必恐慌大家不必恐慌。。

记者在永辉超市看到记者在永辉超市看到，，大大
米米、、油等生活必需品摆放于货油等生活必需品摆放于货
架架，，市民按照需求有序选购市民按照需求有序选购。。同同
时时，，肉类肉类、、蔬菜蔬菜、、水果等商品同样水果等商品同样
货源充足货源充足，，并未出现脱销的情况并未出现脱销的情况。。

““目前大米目前大米、、油粮油粮、、水货源准水货源准
备充足备充足，，不会出现大面积缺货不会出现大面积缺货，，
我们会全力配合政府做好相关我们会全力配合政府做好相关
的保供措施的保供措施。。蔬菜供应也是有蔬菜供应也是有
保障的保障的，，部分大米不但没有涨部分大米不但没有涨
价价，，还保持让利状态还保持让利状态。”。”永辉超市永辉超市
负责人郎忠文介绍负责人郎忠文介绍。。

据介绍据介绍，，为了做好新型冠状为了做好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坚决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县商务县商务
委明确委明确 66 家物资储备企业家物资储备企业，，全面全面
完成了储备任务完成了储备任务，，积极拓展货源积极拓展货源
渠道渠道，，确保市场供应确保市场供应，，全面满足全面满足
老百姓生活需求老百姓生活需求。。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组织保下一步我们将积极组织保
供企业组织货源供企业组织货源，，加强市场监加强市场监
测测，，保证食品保证食品、、生活必需品的质生活必需品的质
量安全和保障量安全和保障。”。”杨志勇说杨志勇说。。

关心援鄂医疗队员家人关心援鄂医疗队员家人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工作人员在安装应急广播工作人员在安装应急广播

爱心企业捐物资爱心企业捐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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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广播打通疫情宣传应急广播打通疫情宣传““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