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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卫生健康系统守护桂林健康

严防死守 抗击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我市卫生健康系统冲锋一线。他们紧急动员、迅速投入战斗，勇挑重担，跟全
市人民一起并肩抗击疫情。

病毒检测能力受肯定
追踪病毒路径保周全
医护人员冲锋在一线，全市卫健系
统也齐心合力，共同配合，抗击疫情。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检测能力，可
以满足桂林市病例检验的需要。”市疾
控中心副主任石朝晖表示，这是对桂林
抗击疫情的肯定。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桂林市疾控中心检验科就处于 24 小时
“战斗”状态。作为全市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唯一的实验室，每天疑似新冠
感染的呼吸道样本会从市区及各县市送
至实验室。检验员们要和这些常人躲之
不及的病毒零距离接触。面对突如其来
的检测任务，检验员们不辱使命、积极
应战。从物资储备、检测技术、生物安
全、消毒处置到样本运输都做了充足准
备。并进行了应急演练。 1 月 23 日凌
晨顺利检出桂林市首例新冠病例。经自
治区疾控中心复核结果完全正确。
石朝晖说，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是一项风险高、强度大的检测工作，从
最开始的样本接收登记、实验环境准
备、个人防护装备、核酸提取、试剂配
制、 PCR 检测结果分析及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到最后的出具检测报告，前后
总共要经历八个步骤。其中核酸提取步
骤是整个实验流程中“最危险”的一
步，也是“最难受”的一步。检验人员
穿着厚重防护服，戴上呼吸不畅的 N95
口罩，就像穿着雨衣去蒸桑拿，而检验
人员每次穿着它要连续工作 3 小时以
上。实验过程中，检验人员没有办法喝
水，也不能上厕所。为了工作，他们必
须严格控制饮水、进食。
郭昕是市疾控中心流行病调查组的

在全国打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阻击战之际，建设银行桂林分行
高度重视，按照建行总分行的统一部
署，迅速行动，全力应对，把特殊时期
优质高效做好金融服务保障放在首位，
迅速研究部署应对疫情工作措施，风雨
同心，用实际行动共克时艰，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应急服务随时待命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1 月 26 日
上午 11 点半，建设银行桂林兴安支行值
班负责人刘恋接当地人民银行临时通知，
需要紧急协助县财政局、县人民银行向县
人民医院、县疾控中心拨款，款项用于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疫情就是命令，为确保疫情防控资
金及时到位，建设银行兴安支行迅速决
定开通疫情防控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刘
恋当即联系并组织杨闻、张琳丹和陈卓
等三名同事做好待命准备，随时奔赴网
点提供应急金融服务。接到当地人行正

工作人员，他虽不是一线医生，却常常
要去一线，他要去做病毒的“侦探”。
郭昕的工作内容就是去调查了解确诊患
者到底去过哪些地方，接触过什么人，
分析刻画出病毒路径，然后联系相关单
位部门做好防控。郭昕说，在流调过程
中，一些患者不予配合，甚至撒谎，郭
昕都要一一辨认。抗击疫情是最重要的
目标，除了偶尔斗智斗勇，郭昕做得最
多的还是耐心细心地劝说，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然后画出病毒路径。一旦确定
病毒路径，郭昕还要联系当地派出所、
学校、社区等，联合他们做好防控工
作，这同样是繁琐的工作，但郭昕无怨
无悔，因为郭昕的妈妈刘志冰也是疾控
的一员，她就在检验科工作。妈妈“捕
捉”病毒，儿子“侦查”病毒，母子俩
齐上阵，一起守护桂林健康。
石朝晖、郭昕都是疾控工作人员的
缩影。武汉疫情发生后，市疾控中心布
置开展了一系列防控措施，在桂林市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指挥下，科学应对疫情，面对复杂的
防控形势、多变的疾病临床表现，中心
先后 5 次组织 7 个应急组，学习国家下
发的最新版的防控方案、诊疗方案、病
例转运工作方案、消毒操作技术指南等
文件，严格落细落实“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确保春节期间一旦发现
疫情，各组能即刻全力参与应急处置。
积极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严格进行检验
检测、对疫源地及时消毒、积极开展宣
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自我防护能力，规
范有效开展防控。

风雨同舟

多辆宣传车上街
提高群众自我防护能力
“我在高速路口发现一辆
鄂字车牌车辆，需要我追上去
拦截吗？”
“我家里养了几十只鸡，
会不会传染新型冠状病毒，我
该怎么办？”
“今天出太阳了，我已经
在家里呆了好多天了，可以出
去走走晒太阳吗？”
面对疫情，市疾控中心第
一时间公布了 24 小时热线电
话。第一天，工作人员就接到
了 200 多个电话。一天 24 小
时，每时每刻，市疾控中心抗
击新型冠状病毒热线小分队都
能接到这些电话。不断向公众
解释宣传防控知识，同时还要
及时沟通协调群众遇到的一些
防控需求。为了不错过每一个
求助电话，市疾控中心 24 小时
轮流值守登记。截至 1 月 31
日，累计接听电话 3437 次，
处理紧急情况 55 起。
为了做好宣传防控工作，
市疾控中心还通过 12379 预警
信息发布中心、中国移动、中
国联通向市民发送防病宣传短
信近 2000 万条；通过桂林电
视台、桂林电台播出预防专题
节目；《桂林新闻》、《身
边》栏目字幕滚动播出预防知
识；《桂林日报》、《桂林晚
报》专版进行防病宣传，解答
热点，指导市民科学防控；通
过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多渠道向市民发布《致桂林市
民的一封公开信》、《致武汉
返（抵）桂林朋友们的公开

共克时艰

——
— 建设银行桂林分行抗击疫情行动
式通知后，刘恋等四名员工 10 分钟内即
赶到工作岗位，迅速协助县政府相关人员
完成拨款任务，
保障了资金及时到位。

抗击疫情齐心同行
“我们想想办法！”大年初三下午，该
行员工戴昌盛得知市区某医院收费处口
罩短缺，工作人员急需口罩防护，当即通
过支行工作群请同事们多方联系想办法。
由于口罩普遍紧缺，网上采购也来不及，
戴昌盛骑着电动车往市内的各大药店跑。
连续跑了六七家药店都无货，终于在乐群
路一家药店买到了最后三盒口罩共 150
个，
及时送到医院，
解了燃眉之急！
据悉，该行还积极为桂林市援鄂医
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免费提供每人 100 万

元的意外伤害及定期寿险保障；如上述
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期间为
其提供每人每天 300 元补助金;专设建信
人寿保险快速理赔绿色通道。为最美逆
行者提供了坚实的金融保障。

确保客户资金需求
“一定确保金库、自助设备正常运
转。”为了确保疫情期间全行自助设备
正常运行，满足客户自主办理业务的需
求，该行积极应对疫情，密切监控桂林
城区及县支行的附行、离行自助设备运
行情况，统计设备缺钞及故障情况，及
时组织维护人员处理机器故障，同时对
全行做了维护清机计划，派出 16 支清机
队伍，对 145 台设备实施应急加钞，并

信》等，在公众号后台限制发
布推送的情况下，发动中心工
作人员转发扩散宣传，让广大
群众及时了解防控知识；联合
市卫生监督所召开健康教育宣
传会议，以横幅、电子屏、广
播、喇叭等形式进入街道、社
区开展科普活动。
与此同时，市卫生计生监
督所联合市疾控中心，派出宣
传车，上街道、进社区进行流
动宣传活动。本次宣传行动计
划开展一周，覆盖桂林市主要
城区。通过在宣传车上的音响
放送顺口易记的打油诗，来帮
助市民朋友们在面对疫情的时
候，在生活中运用基本且有效
的方法来预防疾病。同时也制
作了宣传手册，把主要的防控
内容打印在宣传册上，并附上
了相关单位的公众号二维码。
此外，市爱卫办也早已积
极行动起来。记者从工作人员
的每日工作情况中看到，市爱
卫办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每天
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坚持
对各城区、村屯开展环境整治
和重点场所消杀工作。在最新
的工作情况汇总中，记者注意
到，市爱卫办在全市各城乡社
区（村）着力更新一批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
健康教育宣传栏内容，并通过
各种方式向居民进行宣传。并
持续落实重点场所和防疫场所
日消毒消杀措施，还逐步设置
了废弃口罩专用收集箱。
记者苏文娟 通讯员周天华

加强现金用量监控，确保满足疫情时期
客户资金需求。

严把现金消毒关
“我们口袋里的现金会不会传播病毒
呢？”疫情期间，该行本着对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在保证全行疫情
防控期间现金正常供应的同时，严把疫
情期间的现金消毒工作，防止因现金流
转可能带来的病毒传播。该行为金库中
心配置了 5 台紫外线杀毒车、 84 消毒
液、洗手液、酒精、胶手套、口罩等物
品，全力做好工作人员防护和工作间、
库区、库存物品的消毒工作，确保防护
工作到位；同时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
作业，现金必须经过紫外线消毒后才能
出库使用，对于医院回笼的现金重点管
理，清点前进行消毒，清点完毕后单独
存放，后续根据要求再统一处理，严格
把好消毒关，为社会公众提供“放心钱”
“卫生钱”
。
（建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