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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州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供应

本报讯 （记者 唐 金 实习

生 石征壁）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

是责任。 连日来，我州组织州内疫情防

控物资企业复工复产， 积极协调疫情

防控相关应急物资储备， 全力保障防

疫物资供应到位。

在贵州骏江实业有限公司内 ，伴

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一个个身穿蓝色

工作服、 面戴口罩的工人们正紧张有

序地生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州工业和

信息化局工作人员郭崇波和贵州骏江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刚仔细检查每

个口罩，确保口罩质量。

“公司从大年初二就复工复产了，疫

情当前，慢不得、等不了！ ”邹刚说，疫情

发生后，他也十分揪心，作为口罩生产企

业，这个关键时期必须要站出来，为全州

防控疫情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于是，邹刚

以每天

3

倍的工资请回了

80

名员工，从

1

月

26

日起，每天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

产一次性医用口罩。

据郭崇波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疫

情防控工作十分繁重， 骏江公司复工

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生产口罩所用的

原材料十分短缺。 对此，州工业和信息

化局安排专人入驻企业帮助联系原材

料商， 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原材料在运

输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全力确保骏江

公司正常生产。

如今， 骏江实业公司每天可生产

4.8

万只一次性医用口罩，由相关部门

根据各地需要进行统一调配。 除口罩

外， 骏江实现每天还可生产

2

万副橡

胶外科手套和

600

件手术衣。

在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的同时 ，骏

江公司在州工业和信息化局的帮助下

新购了

2

台口罩机和一台

N95

口罩机

等，不断扩大口罩产能，确保满足州内

口罩所需。

除口罩外，酒精、消毒液也是防控

疫情的必需品。 目前州内市场上酒精、

消毒液依旧稀缺， 州工业和信息化局

多方咨询、协调，于

2

月

3

日与内蒙赤

峰一公司和广西一公司取得联系，两

公司可提供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 ，运

到我州后可稀释为医用酒精， 最后根

据需要分装供应医院、机关、企业、公

共场所和市场。 云峰药业、贵州醇酒厂

主动承担起酒精储存任务。 目前，酒精

已运达我州， 有效缓解了全州酒精缺

乏问题。

在消毒液储备上， 州工业和信息

化局联系贵州天地药业和贵州华圣制

药生产消毒液。 两家药企积极响应号

召， 主动承担起州内消毒液生产供应

任务。 公司员工也都放弃春节休假时

间，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改造升级。

2

月

10

日、

11

日， 贵州天地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华圣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消毒液生产线先后正式投产 。

同时， 两家公司已正式纳入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疫情防控物质日调度企业 ，

日产

84

消毒液分别达

30

吨， 有效缓

解了全州疫情防控物资消毒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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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工作调度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

刘文新主持并讲话 穆嵘坤等参加

本报讯 （记者 毛扬周 龙 波

罗 康）

2

月

13

日上午， 州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

开工作调度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

2

月

12

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会议精神，

2

月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以

及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

到省疾控中心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对全

州进一步统筹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两场战役进行安排部署。

州委书记、 领导小组组长刘文新主

持并讲话，州委副书记穆嵘坤，州领导顾

先林、范华、李淞、王丽琼参加。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州

领导小组办公室、 交通及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组对有关工作进行细化安排。 各县

（市）、义龙新区设分会场，并汇报近期工

作情况。

刘文新强调， 全州各级各部门要认

清阶段、 把握形势。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统筹推进脱

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决夺取疫情防控

和脱贫攻坚两场战役胜利。

刘文新要求， 要分类分区、 精准精

细。用好“四逐四准”工作方法，全面查找

薄弱环节，把各项工作抓得更实更细。进

一步优化环州高速路口、省道、县道、乡

道疫情检测服务站和城市小区、 自然村

寨、重点单位宣传服务站工作流程，促进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认真落实分级

隔离制度，加强专业指导和服务保障，有

序推动各类在外人员返岗， 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刘文新要求， 要突出重点、 统筹兼

顾。各有关工作组要进一步细化措施、强

化督导， 推动脱贫攻坚及春耕生产各项

任务有序落实， 促进项目和企业尽快达

到节前的建设、生产水平，全面加强劳动

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 就近就

业服务保障工作， 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努力完成既定目标任务。

刘文新强调，要勇敢面对大战大考，

确保实现两战两胜。 全州各级各部门和

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落实 “既有责任担

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

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的要求，坚

定信心，迎难而上，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推动全州各项事业持续发展。

夫 妻 双 双 出 院 了

——— 我州 2名新冠肺炎患者在州医院治愈

记者 蔡定平

“感谢黔西南州各级党委政府、感谢州

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对我们从身体上到

心理上的精心治疗和细心照顾， 他们如亲

人般的关心给予了我们战胜病魔的勇气与

信心，让我们能够治愈出院。 ”

2

月

13

日下

午

3

时， 从黔西南州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

科走出来的顾某某和李某某， 接过医护人

员送上的鲜花，听着一声声叮咛与祝福，热

泪盈眶，心情激动，泣不成声。

据州人民医院副院长李方学介绍，

顾某某与李某某夫妻二人，

1

月

18

日由

兴义自驾车经武汉到孝感市大悟县吕王

镇探亲，

1

月

25

日原路自驾返兴义。

2

月

1

日及

2

日， 经黔西南州人民医院及黔

西南州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均为阳性，胸部

CT

为双肺炎症，确诊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2

月

2

日收入黔西

南州人民医院救治， 该院立即组织专家

会诊讨论，先后给予抗病毒、抗感染、中

药除湿祛邪解毒、对症支持、心理疏导等

综合治疗后，患者病情逐渐好转，州疾控

中心二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核酸检测均

为阴性。 根据国家卫健委下发的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

版）

, 2

月

12

日， 经省级救治专家组讨

论， 一致认为

2

名患者已达到临床治愈

标准，予以解除隔离，同意出院。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

后，我州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及救治工作，要

求州人民医院要按照 “四早”“四个集中”

“三个确保”的原则，把救治工作抓好抓实。

顾某某和李某某收治到州人民医院后，该

院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组建专班，组织

全院精兵强将，确保救治工作有序开展，通

过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以及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照顾，

2

名患者得以治愈出院。

“通过这

2

名新冠肺炎病例的治愈

出院， 为我们医院积累了救治新冠肺炎

的临床经验， 进一步增强了我院救治新

冠肺炎患者的能力与信心， 我们将按照

州级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所承担的职

责，组织好全院医疗专家力量，切实抓好

抓实各项救治工作， 牢记使命， 担当作

为， 为全州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胜利做

出积极贡献， 相信一定能打赢这场抗疫

战争。 ”接受采访的州人民医院院长张传

跃语气坚定。

记者了解到， 顾某某和李某某出院

后， 将继续在州医学观察中心隔离

14

天， 医务人员将随时对他们健康状况进

行回访。

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

刘文新主持并讲话 穆嵘坤等参加

本报讯 （记者 毛扬周 龙 波 罗 康）

2

月

12

日下午，州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

开专题会议。

州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刘文新主持并讲话，州委

副书记穆嵘坤，州领导冉博、陈健、范华、黄曼、李淞、王

丽琼参加。

会上，州领导小组社会防控组、交通及流动人员服

务管理组、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组、节后复工复产与开学

协调组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推进情况。

会议围绕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农村春耕生产，对

优化城市小区、 农村村寨疫情防控措施和交通管理工

作， 以及实行分级隔离制度和进一步做好肺炎核酸检

测等事项进行了研究部署。

州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生产

杨永英到晴隆县调研疫情防控

脱贫攻坚及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黄 莹）

2

月

12

日，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长

杨永英到晴隆县调研疫情防控、 脱贫

攻坚及复工复产有关工作。

杨永英先后到晴隆县沙子收费站

疫情防控检测服务站、 沙子镇保家村

早熟蔬菜种植基地、 晴隆肥姑食品有

限公司、三合社区茶叶苗圃基地、黔峰

茶叶有限公司、县集中医学观察点、光

照镇东方红坝区蔬菜保供基地、 全力

煤矿等地开展实地调研， 听取相关工

作情况汇报，深入了解疫情防控、春耕

生产、 企业复工复产以及脱贫攻坚工

作推进等情况。

杨永英强调， 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

要的工作，各级部门要严而又严、细而又

细、实而又实抓好各项防控措施，确保外

防输入、内防扩散；要对返乡外出务工人

员进行摸底排查，了解他们的意愿，科学

有序组织外出务工， 针对愿意就地就近

创业就业的要给予政策扶持； 要抢抓时

节开展春耕生产工作， 有序组织群众到

基地务工， 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增加收

入，巩固脱贫成效；要加大坝区产业结构

调整力度，选准优势主导产业，创新组织

方式、生产方式，加大市场对接力度，因

地制宜实施“烟

+

菜”等模式，带动群众持

续增收， 坚决打好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

两场战役。

州直相关部门和晴隆县有关负责

同志参加。

24小时轮班助春耕

———贵州磷肥生产基地见闻

新华社贵阳

2

月

13

日电 （记者

胡 星 施钱贵） 一颗颗米黄色的磷

肥，将东北的沃野平原，与西南的崇山峻

岭紧密相连。 连日来，

20

多万吨高品质

磷肥， 从位于贵州省开阳县的一个坑口

磷肥生产基地源源不断运送到国内多

地，其中近

80%

经由铁路，奔向了东北的

春耕备耕一线。

记者日前在贵州磷化集团开磷矿肥

有限责任公司看到，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 颗粒状的磷肥冒着热气从传送带上

飞泻而下， 在宽敞的厂房里堆积成一座

座小山

,4

条传送带 ， 每条每天运输近

2000

吨。 包装、装卸、上车，工人忙碌、机

器轰鸣，运转有序。

“随着春耕的到来，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工人采取轮班的形式，保证机器二十

四小时都在运转。 ”公司总经理陈彬说，

每天有近

300

名工人在岗，

1

月至今，已

生产磷肥

29.5

万吨，超额完成计划量。

地上厂房林立，一派火热生产场景；

地下

220

米，磷矿智能化有序开采。这里

磷矿资源丰富， 品位高、 杂质少， 全国

80%

的优质磷矿都集中在此， 目前已探

明储量超过

10

亿吨。 企业“矿化结合”，

把化工厂建在坑口，更好地利用资源，节

约成本。

与往年不同， 今年企业增加了一项

重要工作：防控疫情。 “一手抓防控，一手

抓生产。 ”陈彬说，企业员工

1000

余人，

疫情防控一点都马虎不得， 海外采购口

罩、厂区定期消毒、食堂分餐就餐、严格

进出管理……一系列措施紧锣密鼓展

开。

“我先在家自行隔离， 然后体检、化

验，确定无异常才返岗。 ”今年

46

岁的质

量员兼安全员黄弼宪说，由于孩子在外地

上大学， 她按照公司规定隔离后，

2

月

11

日才返岗工作。 为了保证企业的正常生

产，她的很多同事春节期间都在轮班，“即

使是轮班休息也不能走远，随时待命”。

地上一天都没停产， 地下减少下井

人员。磷矿开采是生产磷肥的“第一道工

序”，在马路坪矿，贵州磷化集团开磷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何忠国告诉记者，目

前磷矿基本处于正常开采状态， 每天出

矿

3000

至

4000

吨。

加大机械化、智能化开采力度，是企

业防控疫情的抓手之一。记者在马路坪矿

的控制中心看到，通过对矿山进行数字化

建模，每一条巷道、通风道都一目了然。两

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台上，对着监视器操作

井下设备，对巨大的矿石进行分割。

“员工没有完全复工，但智能化开采

设备已完全上马。 ”何忠国说，最大限度

减少下井人员， 最大限度减少井下空间

接触风险。据陈彬介绍，目前各地春耕备

耕加紧进行，对磷肥需求旺盛，企业处于

供不应求状态，“面对疫情挑战， 也要加

足马力生产，助今年春耕一臂之力”。

32吨黔西南爱心胡萝卜驰援武汉

本报讯 （记者 桂 松 实习

生 单 微）

2

月

12

日上午

9

时，一

辆装载着

32

吨胡萝卜的货车从黔西

南州兴义市出发。 这车装满了兴义市

下五屯街道坝佑村云凸山二组村民和

洒金街道坝美社区兰花山组爱心群

众，自发捐赠支援武汉的爱心胡萝卜。

据了解，此次捐赠由农民王洪、李

兵、王龙云、王龙春、代仲林发起，共计

捐款

70000

余元， 坝佑村云凸山二组

村民自发捐款

8000

余元，通过捐款采

购形式， 共采购

32

吨胡萝卜捐给武

汉， 运送车辆及往来费用由代仲林个

人捐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中

国人的优良传统。 我们就想尽自己的能

力帮助武汉，大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共

渡难关。 ”发起人之一王洪这样说。

据王洪介绍， 此次捐赠其实从春

节期间看到相关报道就开始打算的 ，

但因为特殊时期手续比较麻烦， 经过

多天筹备， 又在政府和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下， 与武汉做好了对接联络，

2

月

10

日收到武汉市武昌区捐赠物资

接收证明后，就立即联系菜农，开始采

摘蔬菜装车。

“我们大家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

的出力，相信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武汉

能很快度过难关。 ”在采收胡萝卜时，

有

130

余名当地村民知道是捐往武汉

的爱心蔬菜后， 都义务来帮忙采收胡

萝卜，将胡萝卜装车，争取最快时间将

胡萝卜新新鲜鲜运送到武汉。

“我自己有货车，有运输货物到武

汉的经验。 武汉同胞需要，就尽自己能

力献上一份力量， 及时安全将胡萝卜

送到目的地， 将黔西南人民与武汉人

民共克困难的心意送到！ ”爱心蔬菜运

送司机代仲林振告诉记者， 自己有

7

年运输经验，这次运输肯定有压力，但

是想想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也就

不担心了， 同时希望武汉人民加油战

胜疫情。

据悉， 这

32

吨爱心胡萝卜预计

2

月

13

日下午送达武汉市武昌区，武昌

区相关部门已经做好接收安排。

安龙县在抗击疫情工作中，组

织动员县境内的种植养殖大户、农

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抓好大米、粮

油、猪肉、蛋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的市场供给保障， 满足群众生活需

求。

图为安龙县钱相街道境内的贵

州金龙旺农业有限公司组织工人采

摘蔬菜供应市场。

特约记者 韦天晃 王 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