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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企业、小区设置“消
毒通道”， 成为了不少人的关注
点。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提醒，这
样过度消毒，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专家提醒，还有一些过度消毒的行
为，也应该停止，例如车辆进小区
或单位的时候，对车辆的轮胎进行
消毒或者对着马路喷洒消毒剂等。
（详见本报A03版）

由于正值病毒传染高速扩张
时期，在恐慌情绪下，这种自制的
“消毒通道”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
可和好评。我们还发现，这段时间
不少地方已相继出现这种“自制
消毒通道”。

然而，这样的“消毒通道”可
不可取？ 有疾控专家针对这一做
法表示， 化学消毒剂的“水雾疗
法”可能会引起眼睛、皮肤刺激、
吸入性肺炎、皮肤炎症、过敏反应
等， 严重的会导致老年人慢性支
气管炎复发、儿童哮喘发作，而且
会使口罩的防护效果大打折扣，
自己穿的衣物也可能被腐蚀。

光从以上这些来看， 这样的
“自制消毒通道”很可能会得不偿
失， 因为一旦健康人被这样的消
毒喷雾伤害到了眼睛和皮肤，会
引起人的机体不适， 而如果导致
吸入性肺炎，还会损伤肺部，使得

感染病毒的几率加大， 不仅对阻
挡病毒起不到实效， 反而还增加
了被感染的概率， 可以说风险系
数大于安全系数。

事实上， 正是因为这种方法
不靠谱， 所以一些地方已经对这
种做法紧急叫停，如济南市、上海
市、浙江省等地就已下发通知，其
中， 济南市责令相关小区立即撤
除已经设置的消毒通道， 并明确
规定， 禁止在小区内设立消毒通
道。上海市疾控中心也表示，坚决
禁止街面大面积消毒。

疫情之下， 人们采用自我保
护措施没错， 但这种自我保护措

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
能不足，也不能过度。在这里，我
们也呼吁大家，不要过度恐慌，最
关键的是采取科学的防护手段进
行合理防护， 例如阻挡绝大多数
飞沫使用普通的医用口罩就已经
够了。 美国2800多名流感医护人
员参与的一项随机试验中， 佩戴
N95口罩和医用口罩的流感感染
率甚至并没有显著差别。 其次就
是勤洗手， 冠状病毒在玻璃、塑
料、 金属上都可以存活至少2天，
你的手很可能会摸到， 揉眼睛抠
鼻子也可能被感染。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化学消

毒剂对人体有害， 化学刺激作用
可损伤呼吸道黏膜， 导致更易感
染； 消毒剂使用不当极易对人体
及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酒精属于
危险品， 主要用于手消毒和物品
擦拭消毒， 严禁用喷洒方法进行
消毒； 消毒过程中有人吸入消毒
剂或往人身上喷洒消毒剂， 这样
的风险目前无法定量评估。

所以针对这种过度消毒的问
题， 各地政府部门也要及时出台
相关措施予以制止， 同时还要加
大科普宣传力度， 对民众开展恰
如其分的消毒加以引导、规范。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
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
运行模式， 承担武汉市泰康
同济医院、 湖北省妇幼保健
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
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
划展开床位860张，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计划展开
床位700张。两所医院均开设
临床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
验、特诊、放射诊断、药械、消
毒供应、信息、医学工程等辅

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

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战略支援部队、 联勤保障部
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位。
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
军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入支
援， 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
13日抵达武汉， 并计划在第
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
作。

截至目前， 军队共派出
3批次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
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据新华社

记者2月13日从国务院扶贫
办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印发通知，强调要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
工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脱贫攻坚战。

通知指出，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脱贫攻坚战都是重大政治任
务，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
贫攻坚。要坚定信心决心，坚持如
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
摇，工作总体安排部署不能变，决
不能有缓一缓、等一等的思想。

通知强调，要努力克服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影响，进一步贯彻
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
略，实施分类施策，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措施。一是要解决贫困群
众外出务工难题。利用东西部扶
贫协作等工作机制，加强输出地
和输入地有效对接。利用扶贫车
间、公益岗位等，促进贫困人口
就近就地就业。结合规范村级光
伏扶贫电站的收益分配开发公

益岗位，妥善安置因疫情暂时无
法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二是
要解决生产发展和产品积压难
题。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组织做
好种苗、农资供应，确保农业生
产不受影响。 三是要解决扶贫项
目开工复工难题。提高工作效率，
加快建设进度， 小微扶贫项目可
以按规定程序实行“一事一议”。

通知指出，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重点工作。一是要做好脱贫攻
坚挂牌督战，确保深度贫困地区
按期脱贫摘帽。二是要查漏补缺
补齐短板。 抓紧完成剩余脱贫
任务，不留死角。抓好脱贫攻坚
问题排查发现问题整改工作，不
等不拖。三是要建立防止返贫监
测和帮扶机制， 对存在返贫致
贫风险的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
进行动态监测， 采取措施防止
返贫和新的致贫。 四是要加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工作，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逐
步能致富。 ■据新华社

企业复工复产如何
规范劳动用工问题？
湖南四部门部署相关工作

本报2月13日讯 日前， 省人社
厅、 省总工会、 省企业和工业经济联
合会、省工商业联合会等四部门联合
印发通知，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四部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稳定劳动关系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的意见》， 并结合
我省实际部署相关工作。

通知要求，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维护全省劳
动关系和谐稳定。要指导企业切实保
障疫情期间职工劳动报酬、 休息休
假、社会保险等合法权益。要引导广
大职工理解当前企业面临的困难，共
同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与
企业携手共渡难关。对发现的劳动关
系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省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办公室报告。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玮 谢甜甜

日前， 中央对湖北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
整。 应勇同志任湖北省委委
员、常委、书记，蒋超良同志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2月13日，湖北省召开领
导干部会议， 中央组织部副
部长吴玉良同志在会上宣布

了中央决定。
据悉， 武汉市委主要负

责同志同时调整， 王忠林同
志任湖北省委委员、 常委和
武汉市委书记， 马国强同志
不再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
常委、 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
职务。

■据新华社

科学防护，过犹不及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了解到， 截至2月12日，
国家卫健委共派出189支医
疗队、21569名医护人员支援
湖北省的医疗救治工作。

另据了解， 为了进一步
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医疗
救治工作的支持，2月12日，
天津、 河北、 山西等17个省
（市）、自治区共计2897人（其
中医生1003名、护理1681名、
其他管理等专家213名）赴恩
施、 神农架林区等16个武汉
外市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同时， 为进一步加强对

武汉重症患者的医疗救治工
作，2月12日，组建由四川省、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等11支医疗队整建制接管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协和肿瘤中心10个重症病
区和1个重症监护室（ICU），
组建由天津医科大学总医
院、扬州市、江苏省人民医院
等共10支医疗队整建制接管
武汉市第一医院9个重症病
区和1个重症监护室（ICU）。
21支医疗队共计3170名医护
人员。

■据新华社

全国已派出21569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坚持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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