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坚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决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赢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疫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防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控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击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战
责任编辑 唐淼 责任校对 邓新明2020 年 2 月 12 日 星期三

4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莫璧财

面对疫情，雁山区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成立了
由区主要领导担任指挥长的疫情防控指挥
部，区四家班子领导下沉到乡镇、乡镇班子
领导下沉到行政村、区直部门领导下沉到挂
点联系村、乡镇干部和行政村干部下沉到自
然村，靠前指导防控工作，每日开展督导，
让压力传导到防疫“神经末梢”。

“通过四级下沉，使每个领导都变成一
线指挥员，让问题可以在一线及时解决，工
作在一线迅速推进。”雁山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负责人说。

提升党建引领，把疫情防控力量

“拧成一股绳”

“我宣誓，自愿加入大埠乡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尽职尽责，冲锋在
前……”正月初八（ 2 月 1 日）上午，雁
山区大埠乡组建疫情防控党员先锋队，宣誓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连日来，雁山区充分发挥 159 个基层
党组织和 2900 多名党员的战斗堡垒和先锋
模范作用，组建 100 多支党员先锋队，投
入到防护知识宣传、重点人员排查检测、治

安巡逻工作中，广大党员在战“疫”一线
践行使命担当，守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脱贫不能忘党恩，在这个关键时
刻，我作为一名党员，应该战斗在一线，
为民办实事、为党分忧。”在大埠乡八恺
村，农村党员李双葵背着喷雾器正在对全
村进行卫生消杀。他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去年实现了脱贫，在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刻，他主动要求加入党员先锋队，投入
疫情防控工作。他和其他 9 名队员一起
担负起了全村的卫生消杀和重点人员排查
工作，从大年初一就开始忙活起来。

在桂林绕城高速路口，雁山区人民医
院医生和公安干警一起设置了党员先锋
岗，从大年初二就开始对过往车辆和旅客
进行检测登记。“截至目前，我们共检查
车辆 7500 余台，人员 22000 余名。”
雁山区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刘平说。在
严防疫情扩散的同时，他们还向群众宣传
健康知识，提供热水，不让疫情隔离爱。

实施网格化管理，防疫工作有

条不紊进行

“我都知道的，现在待在家里最好，
要少出门，不聚集，勤洗手，多通风……
你就放心吧！”柘木镇禄坊村贫困户唐顺
田在电话里告诉帮扶干部。

疫情发生后，雁山区、乡、村三级组
成 42 个宣传小组，第一时间在各乡镇、
街道、村、社区张贴通告，发放疫情防控
宣传资料和有关疫情动态信息。通过广泛
深入的宣传发动，所有自然村村民自发对
村道设立检查卡口，对出入村车辆进行登
记核查，确保疫情不输入。

“现在，我负责五塘和三立两个村
委，每天要给监测对象测 2 次体温，汇
总上报 2 次。”雁山镇五塘村委村医林
振礼说。

在疫情防控中，雁山区注重发挥网格
化管理作用，构建起了区包乡镇（街道）、区
直部门包村、乡镇（街道）包村、村包组、组
包户，每个村民小组建立以党员为主的村
民联防队的“五包一联防”防控体系，实行
查病源、堵源头、严隔离、防扩散的全方位、
立体式防控。与此同时，雁山区还出台了
10 条疫情防控措施，对村、小区等进行封
闭式管理，辖区一律取消聚集性活动，关停
所有景区、KTV、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同
时在各村口、交通要道等地设立体温检测
点 300 多个，一旦发现异常，立即上报送
医，确保实现内不扩散、外不输出。

八方驰援，共保医疗和生活物

资充足

“当区政府发出倡议后，我们立即通
过各方面的渠道从国外紧急采购了一批医
用口罩，以解医疗资源缺乏的燃眉之
急。”广西桂中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露柏说。 2 月 2 日，雁山辖区内的桂
中石化公司、桂林吉福思罗汉果公司等
11 家爱心企业向雁山区奋战在抗疫第一
线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捐赠一批急需的
疫情防护用品，支援雁山区战“疫”。

“当得知雁山区医疗物资紧缺时，我
们向辖区非公经济党组织和企业家发出捐
赠倡议书，许多非公经济党组织和党员非
常踊跃捐款捐物。”雁山区委统战部负责
人说，这次捐赠的物资价值 50 多万元，
全部是通过正规渠道采购，以后还会有捐
赠物资陆续到位。

为解决医疗物资匮乏难题，雁山区一
方面多渠道进行采购，另一方面充分发动
企业、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捐款捐物，尽
可能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对口
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药水等紧缺物
资的需求。

雁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储备组负
责人表示，雁山区卫健局、市场监管局等
有关部门还将开展联合行动，严厉打击药
店、农贸市场等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
取暴利等行为，确保口罩、粮食、肉食、
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做好群众工作，稳定情绪、增强信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记者刘倩 唐艳兰）作为
2019 年确定的四个极度贫困县之一的县域
内定点医疗救治机构，都安县人民医院医疗
防护物资奇缺，疫情防控工作形势严峻。了
解这一情况后， 2 月 9 日，《中国日
报》、桂林日报社媒体人以个人名义，共同
发起了“驰援都安”爱心募捐倡议，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 2 月 11 日，记
者了解到，短短 3 天时间，活动已经募集
捐款超过 21 万元。目前，发起方正从桂林
各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紧急采购，第一批物资
于当天直接发往都安县人民医院，缓解都安
抗疫一线医务人员的燃眉之急。

第一个响应捐款的，是桂林市导游协会

会长余芳。她主动找到了《中国日报》、
桂林日报社的媒体人，捐出了 1 万元的善
款。说到捐款的初衷，她向记者讲述了一
个故事：在她读高中的时候，她生了一场
重病，在医院住了 9 个月，期间 2 次病
危。正是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和精心治
疗，让她逃离了死神的魔爪，恢复了健
康。因此，她对医务人员怀有很深厚的感
情。“疫情肆虐，没有医疗物资的医务人
员就像战场上没有盔甲的战士。我只有一
点朴素的愿望，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
绵薄之力，帮助他们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让他们早日平安回家，与家人团
聚。”她动情地说。

桂林媒体人发起的倡议得到了广大市
民的踊跃支持。唐波是兴安人，目前在南
宁担任律师。他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朋友转
发的这次爱心捐赠活动的消息，积极联系
到了《中国日报》媒体人，表示希望跟大
家一同援助都安。他自己认捐了价值 2 .5
万元的医用手套，还募集了致公党区直支
部和炜衡南宁律师事务所的 10 多万元捐
款。“希望大家能够万无一失地把符合条
件和标准的防疫物资捐到都安，捐给需要
帮助的医务人员。”

桂林日报社记者志愿者群募捐的近
一万元善款，也将转为“驰援都安”爱
心善款，为都安尽一份力。据了解，此

次募捐活动将持续到 14 日，全部善款都
用于采购医疗物资捐赠给都安县人民医
院。

为了把这些善款用足用好，真正发
挥作用，发起这次爱心活动的桂林媒体
人整日奔波，联系采购医疗物资事宜。
“所有的医疗手套、防护服、口罩、防
护靴、护目镜都从桂林本地生产企业直
接采购。我们都是亲自去到桂林工厂
里，确认这些医疗物资符合国家相关标
准，可以用于防疫一线后，再采购发
货。这些医疗物资将分批直接发往都安
县人民医院，发到医务人员手里。”媒
体人李女士说。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东
文/摄）“请戴好口罩，用完后请丢到垃

圾桶，回家后请洗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不要出门……”近日，一幅幅手绘防疫知识
海报出现在了绿涛湾东园小区的楼道单元门
上。

稚嫩的笔画提示作者是一个小朋友。记
者通过七星街道七星社区工作人员，找到了
这位热心肠的小画家——— 9 岁的卡蜜。

一头金发的卡蜜是中法混血儿。 2001
年，卡蜜的妈妈王蕊在桂林读大学，认识了
法国丈夫。王蕊的 3 个宝宝在法国出生
后，她念念不忘桂林的美景，几年前重返桂
林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卡蜜和家人每
天都关注疫情的变化。焦急之余，这个多才
多艺的 9 岁小姑娘很想用实际行动为抗击
疫情出一份力。她拿起了画笔，根据电视、
网络上学到的防疫知识，创作了多幅宣传海

报。其中，有向居民宣传日常防护方法的
《防疫洗手七部曲》，有介绍正确佩戴和
丢弃口罩的步骤等。为了让小区居民重视
起来，卡蜜还在妈妈的帮助下，在楼栋入
口处设置了小小便民箱，里面有消毒纸
巾、消毒液等。卡蜜甚至还利用家里的干
净布料，做了简易口罩放在里面。

看到孩子的这些自发举动，王蕊又惊
喜又欣慰。她告诉记者，疫情面前，没有
一个人是孤岛。目前，全家人都以实际行
动，支持国家打赢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卡蜜从 2 月 1 日开始，就连续
作画，成为了一名抗击疫情的“小小宣传
员”；姥爷姥姥响应国家号召，已经两周
未出门；自己和丈夫则协调海外等渠道为
医院和有需要的个人寻找口罩等医疗物
资。王蕊说，目前筹集医疗物资渠道越来
越少，每天都要协调各方到深夜 1 点多。
即便如此，她和家人也不觉得辛苦。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张超群 蔡军） 2 月 11 日，记
者从自治区南溪山医院了解到，疫情发生后，医院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关心和捐赠。目前，医院已经在医院官网的院务公开栏和通
知公告栏中进行捐赠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督促医院进一步加强
对捐赠物资、资金的管理和科学使用。

为了让病人早日康复和桂林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南溪山
医院医务人员、职工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他们辛勤付
出和出色的工作成效，通过新闻媒体及时全面的报道，得到了各
级政府和桂林市民的肯定和点赞。连日来，桂林各界爱心人士、
企业、单位、团体、社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医院表达爱
心。社会各界和群众的爱心奉献不仅为医院提供了急需的医疗物
资，保证了医院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也给予了医院全体职工，
特别是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极大的信心和鼓舞，激发了大家
继续努力工作的干劲。

南溪山医院院长杜振宗表示，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和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医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桂林
市的疫情防控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目前不少物资医院自行采购还
较为困难，只能等政府调拨，能够直接用到医院抗击疫情第一线
的物资还是较为紧缺。主要有：医用防护口罩（ N95 ）（符合
GB19083-2011 ）、二级以上医用防护服、医用外科口罩（符
合 YY0469-2011 ）、医用防护服（符合 19082-2009 ）、一次
性手术衣（符合 GB15979-2002 ，有注册证）等。此外，对捐
赠的食品、水果、蔬菜等物资，因为涉及到保质期、保管等问
题，医院研究决定暂停接收。

杜振宗说，对大家捐赠的所有物资、物品，医院一定会尽快
使用到疫情防控各项具体工作中，同时会加强对捐赠物资、资金
的管理，合理科学使用。医院已经在医院官网的院务公开栏目和
通知公告栏目中进行捐赠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雁山区：上下一心共战疫情

“都安加油，我们跟你在一起！”

桂林日报社媒体人参与发起“驰援都安”爱心募捐
短短 3 天已经募集善款超过 21 万元，

采购的第一批医疗物资昨日已发往都安县人民医院

南溪山医院公示

社会捐赠接受监督

本报讯(记者刘倩)日前，在桂林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协调
下，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倡导下，桂林市旅游商品协会出资
10 万元，为住在香江大饭店的所有湖北籍游客每天免费提供两
顿(中餐、晚餐)伙食，以满足他们自我隔离时期的饮食需要。 2
月 10 日，市旅行社协会接力市旅游商品协会，将会员筹集到的
12 .6 万元继续用于为滞留饭店的湖北籍游客免费提供正餐。

记者从市旅游商品协会负责人处了解到，协会会员单位踊跃
捐款，筹集资金 10 万元，改善香江大饭店滞留湖北游客的伙
食。为了让湖北游客吃好，他们雇佣了专门的厨师，其他工作人
员也是专门聘请的。在满足滞留游客口味需求的同时，制作饭菜
还从营养搭配方面考虑，每天保证两荤一素，菜单每天一换，并
搭配了牛奶。这让湖北游客非常感动，真切感受到了桂林人对湖
北游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博大情怀。

市旅行社协会下属 100 多家会员单位联合捐赠 12 万余元，
接过桂林市旅游商品协会的爱心接力棒，继续为湖北籍游客提供
免费午餐晚餐伙食，直到他们的滞留期结束。“为湖北籍游客开
辟定点住处，控制疫情在桂林扩散，是政府一项抗击疫情的举
措。我们支援这件事就是保卫桂林，支援疫情一线。同时，我们
也希望湖北籍客人能安心住下，我们会尽力提供方便，让他们在
异乡感受到家乡一样的温暖。”市旅行社协会负责人表示。

市旅游商品协会、

旅行社协会

向滞留我市湖北游客捐餐

▲卡蜜正在小区楼栋入口处张贴自己手绘的
防疫知识宣传海报。

▲卡蜜手绘的宣传海报

9 岁“洋娃娃”自发创作防疫宣传海报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梁玉萍

2 月 9 日上午，莫家普戴上口罩，开始
了一天的工作。从家里出发，他骑着电动
车，翻山越岭来到蓬叶嵅村一户年前从湖北
恩施回来的村民家中，进行健康回访。

莫家普是阳朔县高田镇高田村委的乡村

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段时间，他一
直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每天骑行 20
多公里，为 10 位从湖北返乡进行居家医
学观察人员开展健康监测，做好基层防控。

“莫医生每天都会来给我们测量体
温，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高田村委平
塘村居家医学观察人员莫某说，“他告诉
我们说这半个月不要出去，在家观察。我

们也知道这种疫情的厉害，这样做是为了
预防传染。”

除了健康监测，量体温并及时登记
外，针对一些注意事项，莫家普还对居家
观察村民进行暖心叮嘱：“这 14 天内，
家里要把窗户打开使空气流通，吃清淡
点，心情一定要愉快！”

疫情防控战役打响后，作为一名党

员，莫家普主动投入防控一线。“作为一个
党员、一名乡村医生，面对疫情我肯定要把
这项工作放在第一位，尽力做好防控工作，
这是我的天职。”莫家普坚定地说。

据了解，从大年初一开始，高田镇的
22 名乡村医生一直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上。他们每天到负责的村屯对居家医学观
察人员进行入户随访、健康监测等。

阳朔县高田镇：22 名村医奔走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胡燕婕）外地游客张先生在今
年 1 月初预订了桂林一家酒店的房间，并预先交纳了 13800 元
的房费，打算春节假期到桂林旅游时入住。然而，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张先生此次桂林之行取消。当他通过电话向酒
店方提出全额退款时，酒店却回复他只能退还部分房费。市市
场监管局旅游分局执法人员接到张先生的投诉后，第一时间与
酒店沟通。经过一番调解，张先生最终获得全额退款。

近段时间以来，受疫情影响，旅游行业受到了一定影响，消费
者与旅游行业商家的合同纠纷成为了投诉的“焦点”。特殊时期，
妥善处理和化解这些纠纷，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至关重要。日前，
记者从桂林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春节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旅游分局共受理消费者涉及旅游行业的投诉 60 件，其中 59 件均
与此次疫情相关。在这些投诉中，问题主要集中在：消费者预订了
酒店住房，但因疫情无法出行，消费者与酒店协商要求退款，却遭
到酒店拒绝。另一方面，一些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购买了旅游商
品或者跟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因疫情无法出行或者被迫提前
终止，消费者与旅行社协商，要求退订退款，旅行社不予退款，或
对退款金额双方意见不统一。

针对这些问题，旅游分局执法人员着眼于当前疫情防控大
局，积极组织商家与消费者进行调解，指导旅游行业商家妥善
处理旅游合同纠纷，全力支持和贯彻国家有关疫情防控措施。
执法人员耐心细致的工作，得到了多数商家的理解，多家酒
店、旅行社等同意给消费者全额退款。据统计，截至目前，该
局处理完结 38 件投诉案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0 万余
元，剩余 21 件投诉正在积极处理之中。

疫情影响，旅游行业合同纠纷成“焦点”

我市市场监管部门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0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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