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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疾控中心紧急提醒：近期如非必要不要前往南京

14天内有南京旅居史者请主动报备

本报7月21日讯 7月20日，南
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中，发现阳性结果，涉
及工作人员主要是参与机场航班保
障人员， 包括地服、 保洁等岗位人
员。 南京市对机场相关人员重新采
样进行检测，已检出阳性9份。
2021年7月21日起， 南京市江
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区、 白云路社
区、石埝村，溧水区石湫街道九塘行
政村毛家圩自然村由低风险地区调
整为中风险地区， 禄口街道为封控
区域。
另云南省德宏州仍然有本土疫
情，有1个高风险地区（云南省德宏
州瑞丽市姐告国门社区）和2个中风
险地区 （云南省德宏州瑞丽市弄岛
镇雷允村委会雷允村民小组、 陇川
县章凤镇迭撒村拉影村民小组）。
为进一步做好我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省疾控中心、长沙市疾
控中心对全省广大群众紧急提醒：
一、7月6日以来有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旅居史的人员， 必须第一时
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报告，配合
做好隔离、 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等
措施。 近14天有南京市旅居史的人
员， 必须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报告，按要求配合做好各项防
控措施。
二、 请持续关注自己的湖南居

民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一旦
发现健康码、 行程卡变为红码或黄
码，必须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报
告，按要求配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三、请合理安排出行，近期如非
必要，不要前往南京市旅行及出差。
确需前往的， 请务必提前向所在社
区（村）和工作单位报告，并做好个
人防护；返长后，应主动向所在社区
（村） 和工作单位报告相关情况，配
合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四、 请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防
护意识。保持科学佩戴口罩（尤其是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人员密集场
所）、勤洗手、常通风、保持1米以上
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不扎堆、
不聚集，文明用餐，注意咳嗽礼仪。
五、 持续关注自己和家人健康
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症状，必
须立即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
级别口罩， 到就近发热门诊或定点
医院就诊，主动、如实告知个人旅居
史、活动史和接触史。
六、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
控制新冠肺炎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
段， 更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符合接种条件的市民，请及早
就近、就地主动接种疫苗。
■记者 李琪 张洋银 实习生 杨祎莎
通讯员 刘富强 胡世雄

中伏大暑齐至
“炎”峻考验继续
链接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新冠阳性升至17例
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政府7月21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说，经重新采样检测，截至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
际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中检测发现17例新冠阳性。
7月20日，南京市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接到禄口国际机场防疫专班报告， 在禄口国
际机场工作人员例行定期核酸检测中发现9份样
品为阳性，样本均为机场保洁人员。
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介绍，接报以后，南京市
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机场相关人员进行集中隔
离，并重新采样检测，经复核与专家组诊断，总共
发现17例阳性，目前9人为确诊病例，5人为无症状
感染者，还有3例核酸检测阳性待进一步诊断。
胡万进说，为防止疫情扩散，切断病毒传播路
径，经省、市、区专家分析研判，划定机场附近4个
社区（村居）为中风险地区，其中江宁区3个、溧水
区1个，实施封闭管理，人员足不出户；确定封控区
域1个，为禄口街道，进行封闭管控，人员只进不
出。
■据新华社

本报7月21日讯 7月21日起我国
进入三伏天的中伏，
“
夏有三伏，热在中
伏”，这意味着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到来。
7月22日大暑也接踵而至。
根据中国天气网今天发布的2021
三伏天全国中伏热力地图显示， 今年
中伏期间，湖南大部处于十面埋“伏”，
扇不离手状态， 而湘南部分地区则处
于“伏”汤蹈火，空调续命状态。今年中
伏为期20天， 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
日子里，要接受“炎”峻考验了。
省气象台7月21日16时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 预计21日20时至22日20
时，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
南部、益阳东部、郴州北部、永州北部、
怀化、 娄底东部、 湘西州南部将出现
35℃以上高温，局部地区达37℃以上，
请做好防范。
省气象台预计，21日晚至22日白
天，受台风“查帕卡”外围云系和低层
弱切变辐合共同影响，湘西、湘南局地
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随着台风“查帕卡”
西移，22日晚至23日白天降雨减弱，湘
西、湘南仍有阵雨或雷阵雨。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朱玲 通讯员 罗丹

长沙银行践行“三高四新”市州行
金融服务大行动走进怀化
7 月 21 日，“我们一起向前

说，长期以来，湖南日报充分发挥

冲”长沙银行践行“三高四新”金

党媒集团全媒体传播矩阵优势，

项目单位有效衔接。
湖南日报作为党报集团，始

融服务大行动走进市州活动来到
第 6 站——
—怀化市。 怀化市委副

在各个层面不遗余力宣传怀化优
势， 介绍怀化经验， 推广怀化模

终践行主流媒体责任，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不断发挥品牌影响力、

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黎春秋，湖

式，讲好怀化故事，为怀化提供了

媒体传播力、用户覆盖力等优势。

南日报社相关负责人， 长沙银行

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平台， 打开了

此次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与长沙银

党委书记、 董事长朱玉国出席本

一扇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 为推

行联手举办走进市州大型活动，

次活动。 怀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动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了

紧密围绕践行“三高四新”战略这

长张扬平主持活动， 并为长沙银

不可或缺的党媒力量。 长沙银行

一主题，已举办了岳阳、湘潭、衡

行怀化分行授牌“践行‘三高四

怀化分行认真贯彻怀化市委、市

阳、永州四场活动，深入全省各大

新’战略 怀化产业金融服务站”。

政府决策部署，在推进产业升级、
支持科技创新、化解债务风险、保

园区、优势产业链等，并举行服务
自贸区建设 等 专场 银企 对 接活

障改善民生等领域取得了亮眼成

动。从前几站的活动看，仅新湖南

绩。下一步，希望我们大家继续深

客户端直播的单场观看人数就突

化各领域的真诚合作、友好合作、

破 20 万， 在当地引发了强烈反

■雷鸿涛
图为活动现场。 李夏涛 摄
这是怀化市、 湖南日报报业

业金融部总经 理 许志 勇介 绍 了

报开展“三高四新——
—我们一起

务实合作， 为大力实施“三高四

响， 营造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

集团、长沙银行携手开启政府、银

该行践行“三高四新”战略特 色

向前冲”怀化站专项活动，对于深

新”战略、奋力建设“三城一区”、

浓厚氛围。

行、 媒体全新合作形态的一种有
益探索。 各方积极主动贯彻省政

服务方案，着力化解“好项目找
不到资金、 资金找不到好项目”

化政银企交流合作， 助力怀化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 十 分重 要的 意

加快推进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银行、首家上市银行，近年来聚

府“金十条”政策措施，旨在促进

问题。

义。长沙银行将围绕湖南省“三高
四新”和怀化市“加快产业园区专

“我们一起向前冲” 长沙银
行践行“三高四新”金融服务大

焦重点产业和企业，增信贷、降成
本、优服务，为湖湘经济发展持续

金融资源和产业发展、 企业需求

随后，怀化市华晨电子、奥谱

长沙银行是我省最大地方法

精准对接。 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

隆科技、骏泰新材料、湖南湘维、

业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战略

行动，由地方政府搭台，主流媒

赋能。 年报显示，2020 年长沙银

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兴怀新材料 5 家企业代表发言，

规划，为怀化市“三城一区”“现代

体支持，长沙银行送服务、产品

行业绩表现亮眼， 全年实现营收

款余额 5.3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分别提出了各自 面临 的 融资 难

化新怀化”建设目标送政策、送服

上门， 是 贯彻 省 政府 日前 出 台

180.22 亿元，同比增长 5.91%，净

14.3%，增速居中部第二、全国第

点、堵点和痛点。 对此，长沙银行

务。未来，长沙银行将以本次活动

《湖南省金融服务“三高四新”战

利 润 53.3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五。 上半年全省新增贷款 4461
亿元，“三高四新” 领域信贷增长

党委委员、 副行长张曼率领的专
家团队为企业一一答疑解惑。

为契机，以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
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为指引，创

略若干政策措施》(业界称为“金

5.08%， 总资产收益率 0.85%，加

十条”)的创新举措。“金十条”明

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 率 (ROE)达

长沙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

新产品服务、整合资源服务，不断

确提出，加大重点领域融资支持
力度，要通过开展金融“暖春行

13.76%，连续三年稳居上市城商
行前列， 盈利能力持续处于行业

较快。
此次金融服务大行动，长沙

朱玉国说，近年来，长沙银行带着

银行“诚意满满”，带来了一系列

服务本土企业的初心和践行“三

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会上，怀化市委副书记、市人

动”“进市州入园区帮企业”等银

优异水平， 在上市城商行中表现

特色金融产品。 长沙银行中小企

高四新”战略的使命，联合湖南日

民政府市长黎春秋发表讲话。 他

企对接活动，促进各金融机构与

亮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