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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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积极支援，提高运输效率确保抗疫物资运输——

目标武汉，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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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叔的特别生日

2月4日13点，随着武汉天垄通航B-
7453小松鼠直升机平稳降落在武汉大学足
球场上，由爱心企业捐赠的防疫物资历时30
分钟从湖北仙桃平安运抵武汉。民航湖北
监管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湖北
通航防疫物资应急运输预备队组队以来第
二次出动，本次共运输15箱3万只医用N95
口罩。物资将直接分配给武汉大学医院、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3家医
院的一线医护工作者。

连日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铁路、
公路、民航、邮政等部门竭尽所能保障物资
运输，地方驻军、爱心出租车、志愿者也都积
极参与其中。在第14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湖北省
副省长曹广晶介绍，截至2月3日，湖北省累
计协调生活物资、医疗物资和工程建设车辆
通行共计43562辆。

重点保障防疫、民生物资运输

2月4日8：05，由上海南开往成都方向
的K354次列车安全抵达武昌站1站台，这
趟列车挂有满载1500件救灾物资、1件抗
生素、336件消毒液共计15.2吨防疫物资的
行李车厢，星夜行驶 1100 余公里驰援
武汉。

武昌车站党委书记肖一晨介绍，在当前
疫情严峻形势下，为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武
昌车站以党团员突击队为骨干的近20名运
转、行包、客运职工提前待命、迅速行动、密
切配合，仅用时30分钟就将该节重点物资
车辆卸车作业完毕。2月4日，武昌车站运
抵7个批次防疫物资，包括药品、检测仪器、
手套、口罩、消毒剂、抗生素等医疗物资，共
计近30吨。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鲍立群表示，铁路部门对关系防疫、民生
的各类重点物资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力求做
到快接、快运和快交。截至2月3日24时，
高铁累计完成各地支援人员运输任务1452
人次。行包快运累计运输口罩、洗手液、消
毒液等防护用具及药品2.57万箱（件），各类
生活物资2841.5吨（箱）；铁路货运运输援助
物资245车7378.23吨。另外，铁路大动脉
保持畅通，春运期间武汉局集团公司日均装
车3135车，同比增加283车，增幅9.9%；日
均卸车 6392 车，同比增加 359 车，增幅
6.0%。同时，武汉局管内24家电厂电煤库
存540万吨，维持在高位，能够保障37天
使用。

曹广晶说，目前重点保障以下几方面，
一是防疫物资和医疗救助工程保障，主要包
括医疗设备、医疗器械、相应药品、防护品和
试剂等，以及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项目
建设的物资运输。二是群众生产生活所必
需的物资。三是维持城市运转的水、煤、电、
油、气等基本物资运输。

全力打通跨省应急通道

实行交通管控是湖北为防止疫情扩散
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这也给物资运输造
成较大困难。

保障运输效率，道路必须畅通。曹广
晶表示，湖北省已成立物资保障组，实施
联合办公，确保管制期间“一断三不断”，

“一断”即坚决按照一级响应要求，阻断病
毒传播渠道，交通原则上停止。“三不断”
是公路运输网络不能断，应急运输绿色通
道不能断，必要的群众生活物资运输通道
不能断。

运来的物资放在哪？物资救援中转站
成为目前一个新举措。按照“3+2”模式，
湖北省在武汉市周边及襄阳市共设立5个物
资中转站，具体分布为：武汉市东西湖区
捷利物流园、武汉市汉南区宝湾物流园、
武汉市黄陂区武湖萃元冷链物流园（汉口
北）、鄂州赤湾东方物流有限公司、襄阳市
光彩国际物流基地。同时，要求各地组织
好物资中转和运输，确保应急物资运输全
链条、全流程安全顺畅。

陆路交通受限，空中运输动脉“大显
身手”。民航湖北监管局副局长程颖斌表
示，截至2月3日，武汉天河机场共执行应
急保障航班 321 架次，运送 14500 多人
次，运送防疫物资1200多吨。目前，民航
系统各航空公司运力充足，各机场都处于
试航状态，空中运输动脉顺畅，各类物资
和人员到达机场后都能迅速转运出去。

针对媒体反映部分地区道路管控实行
挖断阻路、堆砌封堵等“土政策”，湖北省

明确要求各地规范交通管控，既要防控好
人员流动，又要保障绿色通道畅通，禁止
一切采取堆砌、挖断公路或设置硬性永久
隔离等方式中断公路交通，确保湖北省公
路交通网络和应急运输绿色通道不间断。

对于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在空军、
民航部门大力支持下，湖北还紧急调度航
空应急机动力量，先后分7批次赴襄阳、宜
昌、恩施等7个地市运送防疫和医疗物资。
共出动直升机11架次，运送防护服、医用
口罩、呼吸机等物资共20余吨。后期还将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和省新型肺炎防控指挥
部的指令，继续安排直升机运送。

努力确保“无风险不涨价”

1月31日晚5时40分，天河机场货运
站。“大家快一点，这批北京过来的物资有
1500多个病毒检测试剂盒，很多医生和病
人都在等着用！”武汉邮区中心局国际运营
中心经理夏高荣带领航站作业人员将救援
物资装上邮车。

为做好防疫救援工作，中国邮政先后
开通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武汉、上海至武
汉的“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专机运送医
疗救援物资。“防疫物资中有很多医用品、
易碎品甚至危险品，做好运输安全保障非
常关键。”夏高荣说。

在抗击疫情期间，武汉邮区中心局在
处理外省援助物资的同时，还肩负武汉国
际博览中心的各地捐赠药品物资配送任
务。为做好救援物资配送工作，武汉邮区
中心局调配了50辆邮车，所有人员24小时
轮岗值班，第一时间将抗疫救援急需的医
用物资转运到全市38家医院、15个区、53
个配送点。

物流成本会不会上涨？2月3日，在武
汉市东西湖的九州通物流中心，300多名春
节留汉及陆续赶回支援的仓储、配送、业
务、管理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在一线作业，
至今一天都没有休息。九州通医药集团有
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春节期间，在人工、
运输成本均涨的情况下，销量占80%的莲
花清瘟、奥司他韦（可威）、蒲地蓝等前10
种药品售价均与以往保持一致。

防控运输途中的病毒传播风险是关键
一环。湖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朱汉桥介
绍，目前正加紧对运输车辆、船舶实行严
格消毒措施，保证运输工具清洁卫生，降
低病毒传播风险。同时，做好驾乘人员防
护和体温检测工作，对异常情况及时发现
并处理。此外，对运输车辆、船舶可能经
停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物流中转
站、码头等设施，加强防疫监测手段和措
施，确保环境清洁，阻断运输过程中病毒
传播风险。

“这是我最特别的生日，你们没过来我也高兴！”日前，在
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东城办康庄居委会东马社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检查卡点，马德良一边吃着生日蛋糕，
一边通过微信和儿女们视频聊天。

马德良是一名共产党员，退休前曾任社区干部，邻居们都
亲切地叫他“马大叔”。近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任务繁重，老
马主动请缨，在社区卡点帮忙。

老马儿孙满堂，衣食无忧，人缘又好，以往每年过生日都要
摆上几桌，热闹热闹。今年也不例外，儿女们早早就开始为父
亲筹办生日宴。没想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亲朋好友从四面八
方赶来聚会的话，染病风险极大，而且也违反政府的相关要
求。为此，老马委婉地对儿女们说：“现在疫情严重，千万别给
自己和亲朋好友添麻烦，老老实实待在家，微信上祝福一下就
行了。生日年年有，今年过了疫情防控这一关，明年再好好过
也不迟！”

为了防控疫情，老马放弃了生日宴，但心里还是有点失
落。村干部了解情况后，悄悄为他订购了一个小巧精致的生
日蛋糕，送到老马值班的卡点。

看到生日蛋糕，听到村干部祝福的话语，马德良既惊喜又
感动：“感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这个生日我过得特别有意义，
既没耽误工作，又避免了病毒传播，还能通过手机视频和亲人
分享快乐。” 文/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付永奇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借助现代信
息化科技手段，推动社区防控工作更加科学
化、精细化、智能化。

“根据街道防控工作安排，请您于今天
18时登录‘学习强国—我的—强国视频会
议’，参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2月3日下午，古美路街道领导小组每个成
员手机上都收到了这样的短信。

与会人员不集中、不见面，防控工作例
会却照常进行。街道通过学习强国视频会
议平台，只需三步即能线上发起会议或预约
会议，达到“人员不聚集、会议照样开，阻断
传播路、工作更安全”的效果，与会人员纷纷
点赞并第一时间抓落实，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是高科技管用啊，省了很多麻
烦。”刚刚在古美路街道龙茗路235号开店
的张先生告诉记者，只要登录街道疫情防控
信息填报系统，就能上传企业基本信息、员

工信息以及每日信息更新（当天在岗及体温
异常情况等）。街道办无需像以往一样逐个
给企业打电话询问，太方便了。

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大量企业员工与经
营户相继返沪，使社区疫情防控重点由居家
人员拓展到街面、商圈、园区的从业人员。

“往年，信息采集工作都是靠我们一家
一家去跑的，效率比较低。”古美路城管队队
长吕小兵深有感触地说，而且工作人员频繁
面对面、近距离密切接触，容易交叉感染。

为此，古美路街道联合上海斐卓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开发了疫情防控信息填报系
统。通过该系统，街道防控办即可全面掌握
辖区内企业开业以及从业人员返沪情况。
借助科技手段，完成了无死角、无盲区的“非
接触排查”。

“只有及时掌控返沪人员信息，才能有
效落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真正靠群防群
控，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古美路街

道副主任黄少波说。
“您好，您找谁？请扫一下这个小程

序，谢谢。”2月3日上午10时，一名外来
人员正准备进入江南星城小区时，在门岗
值守的居委会干部将其拦下，要求他配合
完成信息登记。

基层社区是防控疫情的重要关口。江
南星城小区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对外来人
员逐一登记。在该小区唯一出入口，居委会
工作人员正用小区居民张君自制的小程序，
指导外来人员做好测量体温和登记工作。

张君是江南星城小区的一位热心居
民。她利用自身专业优势，设计制作了《小
区外来人员进小区登记表》和《健康状况信
息登记表》两个小程序。外来人员只要在
手机上填写姓名、手机号码、车牌号、拜访
居民住址等信息，居委会工作人员就能从
后台查询到相关具体数据，并定期存档。
比传统的填表方式安全便捷多了。

目前，上海社区防控工作力度还在继
续加强。2月5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新闻
发言人郑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将
依托各个部门形成合力，开展社区公共环
境预防性消毒，加强社区防控工作力度，
将全面部署对居住小区、租赁用房、沿街
商铺等社区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清
洁、消毒和通风，完善各项卫生防护措施
和配齐必要消毒、防护用品；整合小区物
业、城管队伍、市容协管、除害服务等基
层资源，全面落实居住区公共环境、公
厕、社区市民服务和活动场所的预防性消
毒工作，并指导家庭做好以环境清洁和开
窗通风为主的卫生措施。

郑锦说，据上海市爱卫会汇总统计，目
前全市约1.3万个住宅小区（含公租房）、790
家农贸市场、8900多处社区健身苑点、各类
环卫公厕、生活垃圾收集储运设施均已开展
环境清洁和预防性消毒。

左图 2月2日，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九州工业基地蔬菜储存
仓库，工人在加紧装运第一批100吨蔬菜，用于驰援湖北武汉等地
疫情防控前线的蔬菜市场。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上图 2月1日，在位于四川彭州市的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
心，工人正在转运蔬菜。连日来，该中心作为西南最大的农产品批
发市场，积极对接产地，加强货源组织，并与全国12个采购中心形
成菜品互通，组织新鲜蔬菜供应武汉。 罗国杨摄（中经视觉）

下图 武汉铁路部门员工在车站搬运物资。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 冉瑞成报道：面对医疗防护物资
紧缺的严峻形势，重庆市在加大国内采购供应的同时，鼓励全
市外贸企业对接境外生产商、经销商，积极扩大各类防疫物资
进口。

据悉，重庆商务委充分利用招商引资和对外贸易的渠道
资源，发动全球“朋友圈”，全力以赴扩大当前紧缺医疗物资采
购进口。同时，建立医疗物资进口联动机制，简化工作流程，
全力保障境外医疗物资快速便捷抵达重庆。此外，重庆海关
现场开通进口防控物资快速通关专门受理窗口和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为相关物资办理通关手续，确保所有物资随到随检、
快速通关。

目前，重庆对外经贸集团、国药集团重庆医疗器械公司、
中基进出口公司已开行4架包机，将一批紧缺医疗物资运抵
重庆。截至2月2日上午10时，重庆共计筹集口罩515万只
（含380万只捐赠口罩）、手套42万双、防护服16万套（复星
集团捐赠5000套）、护目镜2000个、测温计4511个。未来几
日，还会有68万只口罩陆续运抵重庆。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盛向锋报道：2月4日一
大早，安徽铜陵横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贤锁驾车从
铜陵市前往武汉市，车上装载的1万斤大米将捐赠给武汉。

今年40多岁的张贤锁是铜陵市铜官区西湖镇横塘村
人，他创办的安徽铜陵横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经得到了社
会各界大力支持，公司年产值不断攀升。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后，作为民营企业家
和共产党员，张贤锁想为抗击疫情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决
定，将公司种植和加工的1万斤绿色大米支援武汉，以满足
当地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

2月4日中午11点左右，张贤锁来到武汉指定的捐赠接收
单位——江岸区丹水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武汉岱山医院，他
与驾驶员将车上的大米卸下后，顾不上吃饭便匆匆返程。

本报讯 记者潘世鹏报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突如其来，海南省各级卫生健康部门通过新闻发布会、短
信疫情通报、官网信息公开、微信公众号推送等一系列手
段，让公众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疫情的最新进展，让官方信
息跑赢谣言。

为进一步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海南省卫健委除定期举行
新闻发布会外，还在官方网站开辟专栏，每天4次公布疫情
最新进展，除公布最新确诊患者人数、重症患者人数、死亡
人数和出院人数外，还以图表的形式展示每日确诊例数、确
诊病例的性别分布、年龄分布等信息，特别是确诊病例在海
南省各市县的分布，成为全省人民了解疫情进展的最及时
渠道。

在海南省卫健委的网站上还能看到“确诊病例迁徙途
径”的链接，其中显示了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的来琼方式，以
及到达海南以后的活动轨迹，在不侵犯患者隐私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地公开了患者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及活动范围，这一
举措受到网民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