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县全力抓好稳生产保供应工作我县全力抓好稳生产保供应工作
本报讯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简简

训训））22月月77日日，，我县召开应对新型我县召开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大力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大力
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保供稳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保供稳
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实贯彻落实
农业农村系统应对疫情全国视农业农村系统应对疫情全国视
频调度会议精神和全市电视电频调度会议精神和全市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县新型安排部署全县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保期间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保
供稳价工作供稳价工作。。县政府副县长陈县政府副县长陈
爱党参加会议爱党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会议指出，，当前当前，，农业农村农业农村
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稳生产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稳生产、、保保
供应供应，，各级各部门要加强调度各级各部门要加强调度、、
加深认识加深认识，，精准分析研判市场供精准分析研判市场供
应应，，密切关注价格走势密切关注价格走势，，多渠道多渠道

组织重要农产品货源组织重要农产品货源；；要在做好要在做好
疫情防控前提下疫情防控前提下，，推动农业企业推动农业企业
尽快生产尽快生产，，要全面加强农产品质要全面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量安全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度，，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违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违
法行为法行为，，坚决打击私屠滥宰坚决打击私屠滥宰、、屠屠
宰病死猪禽等违法行为宰病死猪禽等违法行为，，坚决打坚决打
击哄抬物价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囤积居奇、、串通涨串通涨
价等行为价等行为，，保障群众保障群众““舌尖上的舌尖上的
安全安全”。”。

会议强调会议强调，，当前正值新型冠当前正值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关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关
键时期键时期，，也是春耕备耕关键时也是春耕备耕关键时
节节，，各级各部门在加强疫情防控各级各部门在加强疫情防控
的同时的同时，，要围绕实现开门红抓好要围绕实现开门红抓好
春耕备耕春耕备耕，，围绕产能恢复抓好畜围绕产能恢复抓好畜
禽水产发展禽水产发展，，围绕农民增收抓好围绕农民增收抓好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围绕责任落实抓好动围绕责任落实抓好动
物疫病防控物疫病防控。。要严格落实属地要严格落实属地
责任责任、、县级部门分工责任县级部门分工责任，，充分充分
发挥骨干企业作用发挥骨干企业作用，，加强常态调加强常态调
度度，，强化督查考核强化督查考核，，在全县防控在全县防控
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下指挥部统一领导指挥下，，齐心协齐心协
力力，，努力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重要努力确保疫情防控期间重要
农产品市场供应正常农产品市场供应正常、、质量安质量安
全全、、价格平稳价格平稳。。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发展改革县发展改革
委委、、县商务委县商务委、、县交通局县交通局、、县市场县市场
监管局监管局、、县供销联社分管负责县供销联社分管负责
人人，，县农业农村委主要及分管负县农业农村委主要及分管负
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各乡镇
人民政府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分管负分管负
责人责人，，农服中心主要负责人在各农服中心主要负责人在各
乡镇乡镇（（街道街道））分会场参加会议分会场参加会议。。

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做好各项工作

新闻发布会现场新闻发布会现场

我县召开第二次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我县召开第二次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上接第一版）卡，加强人员管
控，有序安排返岗上班，坚决杜
绝输入性风险和防止其他途径
从外地来秀返秀人员失管失
控，导致出现传染、感染现象。

向业顺要求，要畅通信息
渠道，按照抓好全市“狠抓责
任落实、分类分批推进、强化
各类保障”三项重点任务的要
求，在企业落实疫情有关防控
措施、按照规定进行申报的前
提下抓好企业复工复产。

王杰强调，要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进一步凝聚决战决胜的
高度共识和强大合力。要做实
细节、严防疏漏，严格做好密切
接触者的隔离管控措施的落
实。要早做准备、争取主动，扎
实做好复工复产企业防控保障
工作。要加强统筹、强化保障，

推动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
细。要勇于担当、严明纪律，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
的政治保障。要发展经济、维护
稳定，全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

王杰强调，当前，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正处在不进则退的重
要关口。要按照“止流动、防扩
散，不聚集、控蔓延”的工作要
求，实施最严厉最果断措施，进
一步抓好“四个工作面”，把防
输入、防扩散作为当前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开
到乡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
县政府、县政协在家领导，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负责人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上接第一版）对坚守在防疫
一线的小区工作人员表示慰
问和感谢。

向业顺指出，小区人口密
集，是疫情防控的重要节点、
重点区域。街道、部门、社区
工作人员、小区物业要高度重
视，全力配合，细化举措，补齐
短板，坚决把好社区关口。要
健全管理制度，持续加大进出
人员的管控力度，坚持对停车
场、电梯间等公共区域进行全
面病毒消杀，引导小区住户做

到非必须不出门，出门必须戴
口罩，不串门、不聚集、少接
触，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
要抓好排查监测，继续做好小
区外地返秀人员及其密切接
触者排查，加强重点对象和重
点群体体温检测、日常报告，
落实居家留观对象监管限制
措施，切实做到严防死守、联
防联控、不留死角，确保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实现预期目标，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加强交通管控加强交通管控 遏制疫情蔓延遏制疫情蔓延
本报讯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王建王建

国国））控制人车流动控制人车流动，，阻击疫情传阻击疫情传
播播。。按照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按照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工作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工作
部署部署，，从从22月月99日凌晨起日凌晨起，，我县全我县全
面加强交通临时管控面加强交通临时管控。。

22月月99日上午日上午，，记者在会展中记者在会展中
心看到心看到，，所有从渝湘高速秀山收所有从渝湘高速秀山收
费站下道车辆被引导至会展中心费站下道车辆被引导至会展中心
甄别站进行信息登记处理甄别站进行信息登记处理。。

按照工作要求按照工作要求，，从从 99 日凌晨日凌晨
起起，，我县进一步加强对高速公路我县进一步加强对高速公路
服务区服务区、、高速公路互通高速公路互通、、国省县道国省县道
和乡村道路的管控和乡村道路的管控。。渝湘高速洪渝湘高速洪

安服务区检疫站安服务区检疫站、、秀松高速秀山秀松高速秀山
南服务区检疫站按照南服务区检疫站按照““逢车必查逢车必查、、
逢人必检逢人必检””的工作要求的工作要求，，对鄂籍车对鄂籍车
辆及人员一律劝返辆及人员一律劝返；；对持有效证对持有效证
明明、、必须经过秀山的必须经过秀山的，，送离至黔江送离至黔江
出境出境；；对确有劝返困难的对确有劝返困难的，，报告县报告县
防控指挥部按程序隔离观察防控指挥部按程序隔离观察。。秀秀
松高速秀山南和梅江收费站实施松高速秀山南和梅江收费站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临时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禁止所有车辆上辆上
下道下道。。渝湘高速雅江渝湘高速雅江、、玉屏收费玉屏收费
站站，，除秀山籍车辆外除秀山籍车辆外，，其他车辆一其他车辆一
律禁止下道律禁止下道；；如车辆具有相关证如车辆具有相关证
明明、、必须进入秀山的必须进入秀山的，，一律从县城一律从县城
下道下道，，并实行分类处置并实行分类处置；；对所有湖对所有湖

北籍北籍、、浙江籍浙江籍、、广东籍等重点疫区广东籍等重点疫区
车辆及驾乘人员一律劝返车辆及驾乘人员一律劝返；；对搭乘对搭乘
湖北籍湖北籍、、浙江籍浙江籍、、广东籍人员的车广东籍人员的车
辆及驾乘人员一律劝返辆及驾乘人员一律劝返，，劝返不成劝返不成
的的，，一律集中隔离一律集中隔离。。

除非渝籍车辆外除非渝籍车辆外，，对秀山籍对秀山籍
和长期居住在秀山境内的人员及和长期居住在秀山境内的人员及
车辆也制定了相应的临时管控措车辆也制定了相应的临时管控措
施施，，减少车辆和人员流动减少车辆和人员流动。。国省国省
干道干道、、县乡道路加大检查力度县乡道路加大检查力度，，严严
禁非秀山县籍车辆驶入禁非秀山县籍车辆驶入。。居家隔居家隔
离或医学观察人员离秀离或医学观察人员离秀，，必须向必须向
所在乡镇所在乡镇（（街道街道））报备并完善相关报备并完善相关
书面证明等书面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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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简简
训训 鲁诗勤鲁诗勤））22 月月 88 日日，，我县召开我县召开
第二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第二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通通
报有关情况报有关情况，，回应市民关切和疑回应市民关切和疑
问问。。

会上会上，，县委常委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县政府常
务副县长务副县长、、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
指挥长付强通报了目前我县新指挥长付强通报了目前我县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有关情况控工作有关情况。。

根据通报根据通报，，截至截至 22 月月 88 日日 1212
时时，，我县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我县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1
例例，，系我县乃至渝东南首例系我县乃至渝东南首例、、重重
庆第庆第 22 例新冠肺炎康复病人例新冠肺炎康复病人，，现现
有无症状感染者有无症状感染者 11 例例，，正在县人正在县人
民医院隔离医学观察民医院隔离医学观察，，定点医院定点医院
累计报告医学观察疑似病例累计报告医学观察疑似病例 2222
例例，，现已解除现已解除 2121 例例。。经过前后经过前后
三轮排查三轮排查，，全县累计排查对象全县累计排查对象
6868..66 万 余 户万 余 户 262262 万 余 人 次万 余 人 次 。。
目前目前，，尚处于尚处于 1414 天观察期内的天观察期内的
武汉市返秀来秀人员武汉市返秀来秀人员 7171 人人、、湖湖
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其他地区返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其他地区返

秀来秀人员秀来秀人员 237237 人人、、市外其他地市外其他地
区返秀来秀人员区返秀来秀人员 1414214142 人人，，总体总体
呈稳步下降趋势呈稳步下降趋势。。

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分门别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分门别

类类、、有序组织有序组织、、有序推进有序推进，，已于已于 22
月月 33 日正常上班日正常上班。。同时同时，，也明确也明确
了企业复工复产时间表了企业复工复产时间表，，原则原则
上上：：医药医药、、食品类企业食品类企业 22 月月 1010 日日

可复工复产可复工复产，，100100 人以下的工业人以下的工业
企业企业 22 月月 1515 日后可复工复产日后可复工复产，，
100100人以上的工业企业人以上的工业企业22月月2020日日
后可复工复产后可复工复产。。

下一步下一步，，我县将牢固树立全我县将牢固树立全
县一盘棋的思想县一盘棋的思想，，统筹兼顾抓调统筹兼顾抓调
度度，，再定目标再定目标，，再明任务再明任务，，再压责再压责
任任，，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
重要的任务重要的任务，，防松懈防松懈、、防疲惫防疲惫、、防防
厌倦厌倦，，紧之又紧思想之弦紧之又紧思想之弦，，以以““钉钉
钉子钉子””精神逐项抓好各项防控措精神逐项抓好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落地施落实落地，，以战时状态以战时状态，，以更以更
加坚强的组织领导加坚强的组织领导，，更加有力的更加有力的
防控措施防控措施，，更加有效的物资保更加有效的物资保
障障，，更加及时的宣传引导更加及时的宣传引导，，更加更加
严实的纪律作风严实的纪律作风，，坚决打赢打好坚决打赢打好
这场没有硝烟却无比艰辛的疫这场没有硝烟却无比艰辛的疫
情阻击战情阻击战。。

会上会上，，秀山电视台秀山电视台、、秀山报秀山报、、
秀山手机报秀山手机报、、秀山网秀山网、、翠翠秀山翠翠秀山
客户端等媒体就群众热切关注客户端等媒体就群众热切关注
的关于县委县政府如何防控的关于县委县政府如何防控、、我我
县确诊人数县确诊人数、、疑似病例疑似病例、、排查管排查管
控控、、物资保障物资保障、、市场供应市场供应、、返程高返程高
峰交通出行等方面进行了提问峰交通出行等方面进行了提问，，
有关部门对问题一一作了回应有关部门对问题一一作了回应。。

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府副县长、、县新型冠状县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副指挥长徐燕参加发布指挥部副指挥长徐燕参加发布
会会。。

就市民关心问题进行回应就市民关心问题进行回应

向业顺督导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