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

本报3月25日讯“妈，我到
了，真的没要钱。”3月25日下午
6时许，老家在湖北大冶市的袁
军华一家三口， 乘坐点对点专
车抵达株洲， 下车后第一时间
向在老家的父母报平安。 当天
中午，袁军华和500多名老乡乘
坐“点对点复工复产直达车”从
湖北黄冈、监利、大冶等地回到
株洲。

3月25日清晨，芦淞区组织
的11辆“返岗爱心专车”分赴湖

北黄冈、黄石为400余名返岗人
员提供“点对点”直达服务。历
时10小时， 往返700余公里，当
天下午6时许，11辆专车平安抵
达株洲。 随行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此次接送费用由政府承担，
个人交通费全免，返岗人员及其
家属均持湖北健康码“绿码”上
车。当天，株洲共派出16辆专车，
其中芦淞区11辆、荷塘区5辆，共
将接回500多名湖北籍老乡。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罗金鹏

我省今年首场不戴口罩的发布会召开：1-�2月，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快于中部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鼓励重点人群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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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下午， 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第六场统筹
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新闻发
布会。记者注意到，发言人
均无佩戴口罩， 成为现场
亮点。

示范“摘口罩”无疑传
递的是疫情不断趋好的良
好形势， 和复工复产井然
有序开展的信心。那么，湖
南底气何在？会上，他们带
来了这些好消息。
■记者潘显璇

李琪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陈小春介绍，我省
已连续25天无新增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3月14日，所有
住院确诊患者实现清零，疫
情得到基本遏制，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3月23日， 全省
122个县市区全部为低风险
地区。防境外疫情输入是我
省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中之重。

严防境外输入性病例
把好三道“关”

“严防境外疫情输入，
重点是把好口岸检疫、分
类管理、 基层管控三个关
口。”陈小春表示，对从本
省口岸入境人员以及经外
省市口岸入境来湘人员严
格实施“三查三排一转
运”，对于来自疫情严重国
家地区的人员， 在定点场
所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核
酸检测，无异常者，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14天； 不适合
集中隔离的，经评估后，可
实行居家隔离医学观察；
短期来湘商务活动的，由
相关单位做好防控措施，
可不实行隔离。 对于来自
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员，核
酸检测为阴性的， 实行居
家隔离医学观察， 由社区
负责管理。

目前，全省累计排查境
外入湘人员14413人，进行
核酸检测12992人次，尚未
出现境外输入病例。

实行健康证明互认
让复工少走“弯路”

为更好地促进和推动
复工复产，适应低风险地区

之间人员流动的需要，目
前我省实行了健康证明
互认工作机制，为出湘入
湘人员出行和返岗消除
障碍。

陈小春介绍，依托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数据共
享的湖北省人员“健康
码”信息、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防疫信息码，
实现信息共享、 分类管
理。 外省入湘返湘人员，
来自低风险地区而且个
人健康码为绿码的，入湘
后主动向单位及社区如
实报告个人情况，体温检
测正常者可正常出行和
复工； 来自中风险地区或
者个人健康码为黄码的，
首先在集中隔离点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可出行和复工，检测
结果为阳性的接受专业
处置；来自高风险地区或
者个人健康码为红码的，
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天，落实现行管控措施。

普通住院患者
不强制要求核酸检测

随着疫情形势好转，
有序增加医院门诊、住院、
手术和检验检查等医疗服
务项目， 对普通住院患者
不强制要求进行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与CT检查。

同时，大力推行预约
诊疗、线上线下预检分诊
等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医
疗服务，探索非急诊全预
约模式， 审批通过8家互
联网医院设置申请，部署
开展互联网诊疗咨询服
务，更好地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

发布会上，省发展改革委党
组书记、 主任胡伟林表示，从
1-2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看，湖
南经受住了疫情的冲击和考验，
全年经济运行将呈现前低后高
走势，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夺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有基础，有条件。

近九成规模工业企业复工

截至3月24日， 工业方面，
全省15927户规模工业企业开
复工，开复工率98.9%，到岗率
95.5%。

服务业方面，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复工率91.2%， 到岗率
85.6%。全省商贸流通企业总体
复工率为92%。

农业方面， 调查的1246家
农业企业复工率98.2%，到岗率
78.8%。

园区方面，2.64万家园区企
业复工率89.0%，到岗率88.4%。

重点项目方面，173个在建
省重点建设项目及3668个市州
重点项目全部满岗复工。

新开工项目数已超去年同期

湖南发布了两批年度省重
点建设项目， 共160个， 总投资
14471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3050
亿元。继续实施“五个100”，围绕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新兴优势产
业链引进建设一批重大项目。

今年全省已新开工投资
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1520
个，总投资6873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2363亿元。 新开工项目数
已接近去年全年的36%，超出去
年同期水平。

经济指标好于全国快于中部

1-2月，尽管主要经济指标
负增长，但湖南好于全国、快于

中部。其中，规模工业降幅比全
国低6.1个百分点， 速度居全国
第9、中部第1；投资降幅比全国
低16.1个百分点，速度居全国第
5、中部第1。

进入3月， 经济回稳势头进
一步巩固。省电力监测的复工电
力指数与去年同期的差距由3月
1日的19.4缩窄至23日的0.7，基
本恢复常态。

倡导领导干部带头消费

湖南将从五个方面发力扩
大消费。

促进和消费相关的行业全
面复工复产。近期将出台《关于
支持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
响加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以
及《加大对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
的指导意见》。

鼓励重点人群消费。 倡导
领导干部带头， 干部职工积极
参与进行消费， 全面提振全社
会消费信心。 省总工会已经下
发通知， 基层工会可按照每人
不超过300元的标准向全体职
工、 工会会员发放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特别慰问消费券。 下一
步， 还将视情况考虑扩大消费
券的发放规模。

扩大重点领域消费。重点聚
焦汽车、 家电等重点消费领域，
出台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长沙
市已率先出台鼓励汽车消费政
策，对购买指定车型的可获得不
超过3000元的补贴。

培育新兴消费。 加大5G创
新应用力度， 培育壮大智慧医
疗、智慧校园、智慧教育等消费
新热点、新市场。

以扩大投资带动消费。支持
各地布局建设一批5G商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
项目；推进老旧小区和老年家庭
适老化改造，带动老旧小区居民
家装改造消费升级。

防境外疫情输入是重中之重

将从五个方面发力扩大消费

统筹发展

株洲派专车接湖北籍员工返岗复工

毕业生就业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副书
记、副厅长黄赞佳介绍，今年全省高校毕
业生预计达3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我省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十条措施》，协调省属国有企业从新
增岗位中拿出不低于50%的岗位专门招
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对疫情防控期间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给予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

省属国企新增岗位
五成面向应届毕业生

3月25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第六场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发言人均没有佩戴口罩。 记者 徐行 摄

市州连线

春耕生产

派出上万名农业技术
干部指导春耕

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唐建初介
绍，今年中央新增3.6亿元资金用于我省
早稻生产， 省级共统筹落实早稻生产相
关资金5.6亿元，是有史以来投入力度最
大的一年。主要农资供应准备充足，产品
价格与上年基本保持持平。 全省各级累
计派出1.1万多名农业技术干部，通过多
种形式指导春耕生产。

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越介
绍，外贸方面，受疫情及去年同期高基
数影响，1-2月，全省进出口总额472.54
亿元，同比下降10%，降幅与全国平均水
平基本一致。全省重点外贸企业已100%
复工，产能正在迅速恢复。下一步将组
织全省防疫用品和日用消费品出口，
稳定和开拓国际市场。

消费方面，1-2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2223.6亿元，同比下降13.4%，降幅
比全国低7.1个百分点，为中部6省最低。

招商引资

下一步将组织
全省防疫用品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