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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到了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越到关键时
候，防控越须加码。我们必须牢固
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坚持群防
群治、尽锐出战、精准施策，筑牢阻
击疫情输入的“防火墙”，织密遏制
疫情蔓延的“防护网”，守护好群众
健康，维护好一方平安。

关键阶段，必须做好连续作
战思想准备。榆林是工业大市、
经济大市，近期返岗复工等工作
的开展，必然给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带来新的较大压力。全市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

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坚决杜
绝心存侥幸、掉以轻心、松劲懈怠
的思想，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
在第一位，以更高标准、更严要
求，层层压实责任、充分发动群
众，强化联防联控，坚决防范疫情
蔓延，确保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
序、健康发展。

关键阶段，必须做到疫情防控
令行禁止。要紧盯“防输入、防扩
散”目标，按照“归前有准备、归中
有秩序、归后有制度”要求，牢牢守
住入口管理、社区村组管理、单位
管理、市场秩序管理、家庭和个人

管理五道关口，严格落实“一人一
表、两方承诺、两个方案”制度，采
取更加安全、高效、精准的方式，为
返岗复工人员分类、分期、分批返
榆提供有力保障，并扎实做好相关
人员网格化管理，确保打好疫情防
控关键一战。

关键阶段，必须确保人民群众
安心放心。要全面落实“早发现、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措施，科
学统筹优质资源，确保集中收治确
诊患者尽快康复，提振全市人民战
胜疫情的信心。要通过及时、公
开、透明的宣传引导，回应群众对

疫情防控的关心关切，确保防疫知
识全面深入人心，让团结奋战、科
学防治成为全市干部群众共识。
要牢固树立“防疫就是打仗”意识，
强化人员流动管控、公共场所消毒
力度，保障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供应，为全市群众提供一个安心、
放心的工作生活环境。

疫情防控无小事。我们坚信，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一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的指引下，在全市干部群众同
舟共济、众志成城的努力下，我们
必将取得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

本报记者马蕊报道 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市严格按照

“四早”“四集中”原则，超前研判、
细化措施、积极应对，坚决遏制疫
情蔓延势头，全力以赴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

加强疫情防控专业技术指导
方面，我市抽调各级疾控机构消
杀专业人员，对全市“两站一场”
等人口密集重要部位120名工作
人员开展消杀、体温测量工作指
导。组织感染性疾病、呼吸内科
等专业 12名专家赴全市各县市
区开展专项督查与现场培训，进
一步规范县级定点医院隔离防

护、病房管理、环境消毒、废弃物
处置等防控工作，加强医务人员
个人防护能力，坚决杜绝院内交
叉感染。

我市还充分利用媒体、网络
及大数据等手段，全面强化对重
点人群的追踪排查。结合8233条
有效线索，累计排查出重点地区
医学观察对象6126人（截至2月
12日12时），其中已离开榆林18
人，超过医学观察期限5427人，正
在留观681人。在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流行病学调查中，我市共追
踪调查本市确诊病例、疑似病例
及异地移交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577人，其中居家留观98人，集中
留观76人，解除隔离401人，医院
留观2人。

按照省卫健委有关通知要
求，全市共确定定点医院16家、病
房247间、床位414张，其中市级
定点医院4个、病房150间、床位
262张，各县市区均已设立定点医
院；设置集中留观点14个，留观房
间632间。经过5个昼夜的连续
施工，中心城区康复医院全面具
备相关患者收治条件，新增病房
57间、床位108个。为有效遏制
疫情蔓延，我市还暂时关停了全
部个体诊所，延迟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普通门诊开诊时间，开通互
联网线上医疗服务，并全面推行
了发热药物实名制购买制度。

我市还通过邀请省级专家远
程指导，遴选74名相关领域专家
组成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并从
全市范围内抽调139名医护人员，
形成三级医疗救治梯队对确诊患
者开展集中救治。截至目前，全
市市、县两级16个定点医院、18
个发热门诊中，现有疑似病例 6
例，确诊病例3例。确诊患者中，2
月 10日出院1例，另外2例正在
市级定点医院市中医医院南郊院
区接受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本报记者葛蕃报道 2月13日上午，市政府常务会
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长李春临主持。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2月12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精神，专题研究关于贯彻中省决策
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
提案，听取榆阳区“三返”期间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
汇报，并安排部署全市有关工作。

会议指出，作为国家能源化工基地，我市肩负着国
家能源安全、支撑陕西追赶超越的重要使命，统筹做好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作意义重大。全市上下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正确处
理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充分认识抓好经济
发展既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又是维护正常经济社
会秩序的关键所在；要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
误、两促进，密切跟踪疫情变化，及时调整应对举措，有
力推动经济发展。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紧盯既定目标任务，主动作
为、科学作为，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抢抓中
省应对疫情的政策机遇，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
复产，全面启动各项重点工作，抓紧制定本行业本单位年
度工作计划和重点任务清单，加快组织实施。督查督办
组要建立工作台账，定期督查调度，确保按期推进，确保
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全市干部群众要
咬紧牙关，持续奋战，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向历史、向组织、向人民
交出合格答卷；各县市区各部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靠
前指挥、毫不松懈，落实、落实、再落实，以最严密最果断
的防控措施打好疫情防控战，以最充分最完善的应对预
案和帮扶措施打好经济发展保卫战，两手都要硬，两战都
要赢，全面完成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

各县市区有关负责人在分会场参会。

本报记者陈静仁报道 压片、
内包、装箱……2月12日，位于榆
阳区麻黄梁工业园区的陕西德福康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处处皆
是忙碌的生产场景。德福康制药公
司总经理刘正东告诉记者，经有关
部门审核批准后，该公司于2月10
日正式复工复产。

德福康制药公司是我市中心城
区唯一一家制药企业，也是榆阳区
首家复工复产的企业。该公司当前
生产的产品共有4种，其中抗感解
毒颗粒主要用于风热感冒、痄腮及
病毒引起的流感等，在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下的市场需求量较大。

（下转第七版）

榆阳区复工复产企业已达8家

本报记者李志东 通讯员贺
毓报道 2月 8日9时，随着最后
一辆满载桶装消毒液的运输车驶
离，榆林市兴乐卫生消毒用品有限
公司的工人关掉了仓库大门，结束
了一夜的忙碌。这一天，该公司累
计向榆阳区10余家药店输送了3
吨浓缩84消毒液。

作为全市唯一一家84消毒液
生产企业，2月 1日以来，榆林市

兴乐卫生消毒用品有限公司始终
坚持把84消毒液批量化生产当作
企业当前第一要务来抓，紧急启
动开工复产工作，并通过调整生
产计划、增大运行负荷，全体员工
开启“战时”排班模式，每天为榆
林城区提供6000瓶平价84消毒
液，并在榆林中心城区15家药店
投放，满足市民对消毒用品的迫
切需求。

“为确保市民防控疫情所用84
消毒液市场供应不断档，我们目前
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16名员
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2个小时
以上。”该公司技术总监常海军告
诉记者，84消毒液的加工工序相对
简单，水和原料搅拌以后沉淀12
小时，就可以进行灌装、包装。

“疫情面前，一切利益都得无
条件让步；再苦再难，我们也要开

足马力确保市场供应。”榆林市兴
乐卫生消毒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白增战说，他们每天会向全市供应
200件84消毒液，大概3吨左右，
基本可满足榆阳区的市场需求。
下一步该公司还将继续跟踪调拨
进度，及时调整生产计划，确保全
员在岗、全力生产，为抗击疫情构
筑坚强屏障。

（下转第七版）

我市原料和成品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

日供应84消毒液6000瓶
本报记者宋艳霞 通讯员苏

国情 马薇报道 2月9日，陕西
北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紧急调配
生产原料、加班加点生产的27.96
吨次氯酸钠原液（折合次氯酸钠
消毒液 5592 吨），于当日 14时
30分火速发往湖北，全力支援当
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2月6日，北元集团
接到武汉市发来的联系函称：“现
因疫情发展，消毒用品紧缺，急需
大量次氯酸钠消毒液。”随后，该

公司第一时间开始组织生产，加
强人员调度，抢时间，抓进度，确
保如期完成次氯酸钠生产任务。
同时，全力协调运输，畅通运输通
道，择优选择车辆，合理安排路
线，为此次驰援武汉赢得时间。

据北元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全面扩
大次氯酸钠原液生产规模，已累
计向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无偿
供应次氯酸钠消毒液42871吨
（折合）。

北元集团27.96吨
次氯酸钠原液驰援武汉

本报讯 截至2月13日10
时，陕西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新增疑似病例53例。新增
确诊病例中，西安市4例。陕西
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9
例（42例治愈出院），其中输入性
病例115例，密切接触者100例，
无明确接触史病例14例。

累计确诊病例中，西安市
114例、宝鸡市13例、咸阳市17

例、铜川市8例、渭南市14例、延
安市 8例、榆林市 3例、汉中市
21 例、安康市 22 例、商洛市 7
例、杨凌示范区 1例，韩城市 1
例。全省现有疑似病例 304
例。全省新增密切接触者 829
人，累计13562人，均集中医学
观察。新增解除密切接触者
590 人，累计解除密切接触者
7498人。

陕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例
累计确诊229例

越到关键阶段 防控越须加码
本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侯雪静）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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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筹兼顾，切实把各项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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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第七版）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通知强调

坚持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不动摇

重要部位严格防控，重点人群追踪排查，相关病例集中收治，榆林——

筑牢“铜墙铁壁”阻击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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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张占林报道
2月13日，榆能集团通过市慈善
协会，向榆阳区捐款130万元用
于疫情防控工作。

据了解，本次疫情发生以来，
榆阳区各街道办事处及区卫健局
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守疫情防控
一线，为榆林中心城区群众健康
与安全保驾护航。在榆能集团本
次捐赠的善款中，120万元定向

捐赠榆阳区12个街道办事处，10
万元定向捐赠榆阳区卫健局，用
于为疫情防控一线工作人员购置
相关防护物资。

榆能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段智博表示，该集团将始终牢
记初心使命，践行国企责任，继
续关心和支持全市疫情防控工
作，助力我市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

榆能集团向榆阳区捐款130万元
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德福康制药公司生产车间德福康制药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药品进行装箱工作人员正在对药品进行装箱。。陈静仁摄陈静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