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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10星期一 2020年2月2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众志成城

本报讯 苏州市7日印发《进
一步激励关爱全市党员干部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八项细则》，
为疫情防控一线党员干部和医疗
工作人员“保驾护航”。

《细则》明确提出优先培养使用
在防控斗争一线担当作为、表现突
出的干部；一线防控工作表现突出
的年轻干部，可直接纳入优秀年轻
干部库进行重点培养。推荐在一线
防控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医务工作者考录公务员
或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对参加一线
防控工作的社区工作者，表现优秀
的，所处岗位等级相应的任职年限
可增加1年；表现特别突出的，岗位

等级可提升1级。对参加一线防控
工作表现突出的医务工作者等，在
职称评定上予以优先考虑；在疫情
防控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才，在项
目立项、人才评定方面予以优先支
持。对本人一贯表现好、符合党员
条件、防控工作表现特别突出的，可
及时吸收为预备党员，不受发展党
员指导性计划限制。

《细则》提出，对参加一线防控
工作的基层党员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可再单列核定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指
标，优秀比例最高可占参加总人数的
30%。对作出突出贡献的医疗和公
共卫生事业单位可一次性增核当年
绩效工资总量。 （韩 雷）

苏州出台关爱
党员干部八项细则

本报讯 淮安市7日出台《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
展的政策意见》，从加大金融支持、
减轻税费负担、加强稳岗就业、强
化企业扶持等四大方面13条具体
措施入手，帮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金融方面，该市稳定信贷投
放，降低融资成本。要求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服务性行业特别是
小微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
贷，对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予以
展期或续贷。在原有贷款利率水
平上下浮10%以上，国有担保公
司在原有担保费率基础上下浮
30%以上。税费方面，可申请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
免。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中小微企业，可缓缴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缓缴
期最长6个月。对承租国有资产
类经营性用房（场地）及政府主办
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用
房的，减免疫情期间第1个月房
租，减半收取第 2和第 3个月房
租。稳岗就业方面，对不裁员或
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其上年
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
强化扶持方面，对列入市级以上
疫情防控用品调拨计划的企业，
因防控疫情而扩大产能或实施技
术改造的，按照新增设备投资的
30%给予补助。对其2020年1月
1日后疫情防控期间新生效的贷
款给予期限一年50%的贴息，对
防控疫情期间企业生产发生的水
电气费用给予30%的补助。

（张莎沙 蔡志明）

淮安出台“13条”
助中小微企业渡难关

本报讯 据江苏卫健委2月9
日权威发布：2月8日0-24时，江
苏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增
确诊病例29例。其中，轻型病例
5例，普通型病例24例。新增出
院病例8例。

新增确诊病例中，南京市6例、
无锡市4例、徐州市4例、苏州市3
例、南通市1例、连云港市5例、淮
安市4例、扬州市1例、镇江市1
例。其中，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
的20岁。男性15人，女性14人。
所有病例均已在定点医院救治。

截至2月8日24时，江苏省累
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468例。其中，轻型病例23例，普通
型病例437例，重型病例5例，危重
型病例3例。出院病例51例。确诊

病例中，南京市71例、无锡市38例、
徐州市56例、常州市31例、苏州市
75例、南通市32例、连云港市32例、
淮安市44例、盐城市17例、扬州市
18例、镇江市12例、泰州市30例、宿
迁市12例。重型病例中，南京市1
例、徐州市1例、苏州市1例、南通市
1例、盐城市1例。危重型病例中，徐
州市1例、连云港市1例、淮安市1
例。出院病例中，南京市20例、无锡
市3例、徐州市3例、常州市5例、苏
州市4例、南通市2例、连云港市2
例、淮安市2例、盐城市3例、扬州市
2例、镇江市1例、泰州市4例。

目前，江苏省追踪到密切接触
者9324人，已解除医学观察4326
人，尚有4998人在接受医学观察。

（仲崇山）

8日江苏新增2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上接1版 要在抓好防控
工作的同时，切实抓好改革发展稳
定各项工作。要坚决杜绝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让基层集中精力、心
无旁骛地投身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打赢防

控总体战、阻击战。要坚持全国一
盘棋，增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全力支援湖北，为全国防控大局作
出江苏贡献。

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成
员参加会议。

从2月8日晚上，江苏省卫健委
接到国家卫健委关于组建医疗队支援
湖北抗击疫情的通知，到近千人集体
壮行，可谓一夜集结、千人同心。

抗疫集结号再次吹响，医疗队员
们斗志昂扬，齐声高呼“武汉加油”“中
国加油”！

驰援！抗疫集结号再次吹响

防疫前线形势严峻，江苏驰援步
履不停。此次出征的第五批江苏援湖
北医疗队员人数约为前四批总和的两
倍，共958人，分别从南京禄口机场、
无锡硕放机场奔赴湖北。

此前，江苏已派出援湖北医疗队
485人。其中，第一批江苏援湖北医
疗队147人，第二批139人，第三批
120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37人。
至此，我省共派出1443名医务工作者
驰援疫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出征的战士们牵动着江苏人民的
心。“尊敬的各位医生、尊敬的各位护
士、尊敬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可敬、可
亲、可爱的同志们，大家好！”2月9日
下午，省委书记娄勤俭特意赶到南京
禄口机场为医疗队队员壮行，他连用
三个“尊敬的”问候大家，并对出征战
士们殷殷祝福：“国家有难，江苏儿女
总是冲锋在前，这是崇高的使命，是心
灵的呼唤！我们8000万江苏人民等
着你们，等着迎接出征的勇士全部平
安凯旋！”

可敬、可亲、可爱的白衣战士！采
访中，记者被他们感动。

此行是南京鼓楼医院神经重症监
护室主管护师徐佳第二次去武汉。

“20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我在一
线，当时让我们转移一批病人到武汉，
由武汉的医务人员协助我们进行救
治。”徐佳说，时至今日，依旧记得武汉
人的热情爽朗，依旧难以忘怀武汉医
务工作者的敬业与仁心，所以这次必
定全力以赴，与武汉同仁并肩作战，抗
击病魔。

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的90后护
士胡晓晗家在湖北宜昌，时刻牵挂着
家乡的父老乡亲。接到支援武汉的消
息，小胡第一时间向医院报名，入选了
医疗队。“工作以来5个春节没有回家
了，这次我将带着无锡人民的深情厚
谊回去，为家乡战疫贡献力量！”

虽白衣尔雅，但有战士气概，因为
前往的抗疫前线是看不见硝烟的战
场。在南京禄口机场，来自南医大邵
逸夫医院康复科护士冯丹丹没有离愁
别绪而是感到幸运：“前两次报名都没
报上我，这次终于轮到我了。加油，我
们是最棒的！战斗！”在无锡硕放机
场，无锡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无锡市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许红阳告诉记
者：“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病人治好，
也一定把自己照顾好，一个不差、健健
康康地回来！”

毋需动员的集结，月圆之夜
见证赤子之心

圆月夜，也是不眠夜。此夜见
证赤子之心。2 月 8 日元宵夜 9 点
多，在南京鼓楼医院的多个微信工
作群里，突然跳出了报名驰援湖北
的通知。“我报名！”“我报名！”“我也
报名！”几分钟后，报名的回复就已
经刷屏。与此同时，这则报名通知
还出现在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
高淳人民医院、南京六合人民医院
等几家医院的工作群内。

“召集令一发出，大家在第一时
间报名。10分钟之内，名额就满员；
1个小时后，2名领队、54名医护人员
名单确定。”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
戚建伟说。

在南京溧水区人民医院，爱美
的女孩子们为了最大程度降低感染
几率，将额头和鬓角的头发剃去。

“古有剃发明志，今有剃发壮行。头
发剃了可以再长出来，但眼前的战
役比头发更重要！”医院的一位女护
士说。当被问到她的名字时，这位
年纪轻轻的小姑娘回答：“不需要知
道我们的名字，我们是护士，我们是

战士，我们是中国人！”
苏大附一院感染科主任罗二平8

日晚上11点半接到支援湖北的通知，
3分钟后，他完成了所有程序，并迅速
收拾好行李，只等启程出发。9日一
早，罗二平来到医院，和科室其他医生
交接好相关工作。临行前，罗二平做
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他请同事帮
忙，用儿童理发的推子把头发理光。
罗二平说：“之前参与过抗击SARS、
汶川地震救援等，心理上做好了随时
出征的准备，早早写下了请战书。”

万淑华是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胸
外肛肠科的护士长，此前，她已在医院
的发热门诊协助工作多日。8日晚上
报名之后，9日凌晨3点半，万淑华就
收到了一早出征的消息，连家都没有
来得及回，她收拾了两套衣服就前往
集合点。

万淑华的丈夫王志炜也是一名医
护人员，在盐城市疾控中心工作，从大
年初六前往盐城滨海县蹲点防控疫情
之后，夫妻二人10天来一直没有见
面。直到9日早上看到新闻后，王志
炜才知道，妻子即将前往武汉。

“同为医务工作者，我们都明白
自己的职责。”万淑华说，丈夫理解
并支持自己的决定，“他曾告诉我，
疫情当前，我们要竭尽所能帮助湖
北人民。之前，我们还向武汉捐款
5000元，虽然不算多，但也是一份心

意。”万淑华说，自己志愿前往湖北
支援，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
思熟虑的：“我是一名党员，关键时
刻，党员先上；我是一名护士长，我
有能力、有信心完成任务平安归来，
也要照顾好同去的年轻的战友们；
我还是一名妈妈，有责任为孩子做
好榜样。”

“防护服、口罩、消毒水、设备仪
器……”医疗队伍中一个身影在忙忙
碌碌，四处清点物资，眼中充满牵挂，
他是南京市第一医院院长马俊。

“深入前方重症监护室，就是打
入虎穴，那是与病毒战斗最激烈的

‘战区’，我要确保他们防护服够穿，
口罩够用，打仗的同时，盾牌、粮草
都不能缺！”马俊说，昨晚 8点医院
收到“出征武汉”的急令，号召一出，
微信群里一片响应，大家毫不犹豫
地往上冲，让他满腔感动，也充满牵
挂。“你们放心！前方缺什么，我们
后方就补什么，密切关注物流，第一
时间为你们补货！”临行前，马俊为
医疗队壮行，他说，这些医务人员个
个都是医院的精兵强将，但也是每
个家庭里的至亲子女，医院会做他
们坚实的后盾。

在连云港，东海县人民医院放疗
科主管护师许珊平缓地说：“这是一
件使命光荣的任务，不害怕，也不畏
惧。没事，家里孩子都安排好了。”第
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素霞说：

“我们作为白衣战士，选择成为一往
无前的‘最美逆行者’，不是觉得这样
自己有多了不起，只是我们的职业就
是如此。”

“南京鼓楼医院第一批赶到武汉
的同事，已经不分昼夜地奋战了半个
月，我们每天都在挂念他们，希望快点
赶到，接力战斗，也为前方送去‘补

给’。”南京鼓楼医院副院长、南京市援
助湖北第一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于
成功说，8日晚上，得知消息后，大家
纷纷踊跃报名，短短一个小时不到，医
疗队的名单就确定完毕。鼓楼医院医
疗队还自备呼吸机、除颤仪、监护仪以
及7天的防护物资，为武汉前方增兵
马，添粮草。

无数网友的祝福为胜利注脚

出征者壮哉！出征的白衣战士
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医者仁心，他
们心怀着湖北疫区的一方百姓，也为
8000万江苏人民所牵挂。当他们陆
续出发，线上线下引发网友密切关
注，在网站和新闻客户端，无数人在
为出征队员们送出祝福：“你们平平
安安去，也一定要平平安安回！”“你
们在完成救治任务的同时，可千万千
万要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是你们
坚强的后盾！”“我们等你们一个不少
地回来，一起吃盐水鸭！”“我们只是
借给你们，一定要整齐地还给我们
哦！”“好样的 江苏！”“等英雄归来！”
这是每一个江苏人的共同心声。在
网友心中，“共饮长江水，时时盼春
归。”疫情之下，江苏是如此希望长江
上游的邻居湖北安好。

“选一个字，为武汉加油！”是2
月7日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新华日报
官微同步开展的一个征集活动。24

小时内，就收到了万千网友的留言。
一个个美好的汉字代表着希望和祝
福，在鼠年第一个月圆之日，在这个
延续千年的祈福之日，送给武汉，送
给湖北，送给所有的华夏儿女。

最终，留言中大家选择的最多的字
是“安”。这个字的笔画简单、朴实无
华，寄托着人们最大的希望和祝福：希
望你们平安归来，希望我们的国家国泰
民安。网友“@木子曼如”说：“安！山河
无恙，国泰民安！”网友“@胜”说：“安，老
婆去武汉支援了！希望她早日归来。
我和儿子都想她了。”网友“@乙米阳光”
说“安！安，定也，静也。共给之为安。
更让我们要时刻居安思危！”

同样，9日网友们发布的配有《钢
铁洪流进行曲》的视频也赢得了大家
的称赞。有网友这样说道：“气势恢宏
的出征队伍，如钢铁洪流般的战士们
出征，军旗猎猎，他们是战士，最终必
将带着胜利归来！让祖国长治久安！
加油，武汉!加油，中国！”

9日下午，承担医疗队和医疗援
助物资运输任务的专用飞机关上舱
门。广播中响起了乘务长的祝福：亲
爱的江苏白衣天使们，大家好！欢迎
您乘坐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
的航班。很荣幸，能陪你们一起奔赴
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因为有你们的
一往无前，因为有全国人民的万众一
心，我们相信，胜利就在不远的未
来！等到大家凯旋之日，我们再接你
们平安回家！

本报记者 沈峥嵘 叶 真
王梦然 仲崇山 马 薇 赵 芳

题图：第五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958人分别从南京禄口机场、无锡硕
放机场启程出征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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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9日下午，立春后的暖阳照耀大地。南京禄口机场的停机坪一侧，四架承担医疗队和

医疗援助物资运输任务的专用飞机一字排开。红旗猎猎，如战时风帆般作响，展现着必胜之

决心。第五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员们在这里整装待发！

上图：连云港市援湖北医
疗队员张慧娟（左）与女儿亲
吻告别。 司 伟 董 宁摄

右上图：江苏省人民医院
浦口分院第三批医疗支援队
在浦口分院集中奔赴湖北支
援抗病毒第一线！
张儒莲摄 视觉江苏网供稿

▶上接1版 过去，我们面对特大
洪水、汶川地震、非典疫情、金融危
机等考验，总能履险如夷、化危为
机，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
致的伟大精神。面对此次疫情，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各
级党委政府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
面加强工作，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全
力以赴、联防联控，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有了坚实支撑和最大底气。我
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只要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
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要求，就
一定能取得这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二、跟党走：不忘初心，主动作
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在疫情防
控中不能成为“薄弱地带”“真空地
带”，要落实好主体责任，守好自己的
门、管好自己的人，做到绝不缺位、绝
不添乱。主动配合所在地区的防控
管理，扎实做好企业人员信息采集、
疫情监测、环境整治、医疗救助、有序
复工等工作。企业党组织要充分发
挥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带头抓
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让党旗飘在一
线、堡垒筑在一线、党员冲在一线。
广大党员要冲锋在前、报名在前、引
领在前，带头开展防治宣传，带头落

实防控措施，带头加强健康管理，让
“我是党员我先上”成为自觉行动，做
到哪里有疫情、有群众，哪里就有党
组织坚强有力的领导，哪里就有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企业党组织书记
更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来抓，靠前指挥、冲锋陷阵，干在
前头、当好表率。

三、感党恩：勠力同心，回报社
会。团结凝聚力量，大爱催生希望。
疫情当前，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
家担当精神的考验，是企业不忘党
恩、回报社会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
要有家国情怀，以“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强烈责任感使命感，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积极参与公益募捐、医疗
支持、便民服务、物资保障等活动。
要采取快速有效的援助方式，发挥企
业的专业特长和资源优势，积极运用
科技手段，让公益活动更有效率、更
有质量。注重搭建党员责任区、示范
岗、突击队等平台，让公益活动更有
色彩、更有温度。

冬天总会过去，春天一定会
来。企业党组织要坚持问题导向，直
面困难挑战，及时研究中央和各级党
委政府关于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共渡
难关的政策，与企业一道抗风险、保
稳定、促发展。让我们在党中央和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携手同行、共克时艰，为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齐心战疫，我们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