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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

已派出两万多名
医护人员支援湖北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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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耀辉到南海区社会
福利中心慰问一线防疫人
员

为弱势群体撑起
防疫“保护伞”

珠江时报讯（记者/戴欢婷 通

讯员/吴婉珊）“疫情当前，谢谢你

们为弱势群体撑起防疫‘保护伞’，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有什么困难一

定要第一时间上报。”昨日，区长顾

耀辉来到南海区社会福利中心走

访慰问一线防疫人员。

一进南海区社会福利中心大门

口，顾耀辉主动接受体温测量和进

门登记。这里有多少工作人员？住

了多少长者和孩子？防疫物资储备

怎么样？每日消毒杀菌等防控措施

做得如何？还有什么困难？顾耀辉

一一询问，详细了解。

南海区社会福利中心内设颐养

院、儿童福利院、康复医院，服务对

象有长者近1000人、孤弃儿童约

150人、重度残疾人约100余人，是

一个综合性的福利机构。

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

该中心对在院的孤残儿童、长者

每天落实多次体温检测并记录建

档，发现体温异常随时测量、记录

并及时上报。同时，该中心进行

封闭管理，对部分随同子女回家

过年的长者安排在家隔离，等待

回院通知。

“我们多角度让老人们了解疫

情防护知识，做好有效预防，减少恐

慌情绪，还在醒目位置张贴温馨提

示，有发热咳嗽、身体不适的情况，

立即就医，从源头上切断传播路

径。”南海区民政局局长刘锦枌介

绍，该中心每天近300个工作人员

坚守岗位，确保消杀无死角，体温检

测无遗漏，巡视巡查全天候，确保大

安全、做好小细节。

顾耀辉对坚守在防疫一线的

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和敬意，谢谢

他们为弱势群体撑起防疫“保护

伞”。他强调，长者儿童是弱势群

体，也是易感群体，要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扩散”，现阶段正处于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要再接再

厉做好疫情防控。

“疫情当前，有什么困难一定

要第一时间上报。”顾耀辉表示，让

我们共克时艰，齐心协力，打赢这

场硬仗。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

娜）“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全力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2月13日，市委常委、南海

区委书记闫昊波主持召开区疫

情防控指挥部第十一次指挥长

会议暨企业复工复产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分析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

作时的重要讲话和会议精神，传

达上级有关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讨论南海

区复工复产实施方案，进一步研

究部署南海区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工作。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南海区按照坚定信心、

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的总要求，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

作，摸索出一套好的经验和有效

做法。在此前提下，全区复工复

产工作有序推进，取得积极成

效。

会议强调，当前疫情防控进

入新的阶段，各镇街、各部门要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对疫情防控工作

的具体部署和要求，全面领会、

把握、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内涵，以及省委常委会和省

疫情防控指挥部、市委常委会和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精神，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

体战、阻击战。

会议要求，各镇街、各部门

要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做好防疫

防控措施前提下，全力支持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各镇街要参照

市区的做法成立复工复产领导

机构、建立相应的制度，实行分

片包干，在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基

础上，建立健全防控机制，守好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底线。要

严格落实企业复工复产备案制

度，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和服

务效率，重点做好复工复产备

案、简化复工准备要求、全面核

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提振企业

信心等工作。各部门要结合之

前出台的南海区“稳企十五条”，

开展调查研究，找准问题，对所

管辖的行业提出意见和建议，细

化深化指导意见。

会议强调，全面做好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各镇街、各部门要认真分析企业

复工复产后面临的疫情防控新

情况、新挑战、新问题，把企业复

工复产和2020年暖春行动结

合起来，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复工

复产面临的用工紧张、资金不

足、原材料短缺等问题。要组织

强有力的队伍做好企业服务工

作，加强对企业防疫防控指导，

做到坚决支持、积极服务、有效

监督、精准施策，指导企业采取

分阶段、错峰、线上办公等灵活

的措施有序复工复产，为稳定经

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还通报了近期南海区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有关工作

情况。

南海区召开疫情防控指挥部第十一次指挥长会议暨企业复工复产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做好服务保障 全力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南海60名医护人员一夜集结，昨日驰援湖北

400万南海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珠江时报讯（记者/黄婷通

讯员/徐琨）昨日中午，南海60
名身穿橙色战衣的医护人员集

结完毕，出征武汉，支援湖北省

抗疫工作。

本次驰援湖北的南海医疗

队，由15名医生和45名护士

组成，他们都是来自区内六大

医院的呼吸内科、感染科、

ICU、院感科等科室的医护骨

干。医疗队将对口支援武汉市

第一医院。

这支“战队”是在一夜之间

集结完毕的。

2月12日晚上，接国家卫

生健康委关于组派医疗队援助

湖北的函后，南海区人民医院、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海

区妇幼保健院、广东省人民医

院南海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

海医院、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

立即组派了60人医疗队伍，奔

赴湖北，支援开展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救治工作。

从接到通知到出发的十

几个小时里，六家医院连夜开

展各项筹备工作，人员确定、物

资准备、战前培训等，迅速到

位。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谢兵整夜没睡，为即将出

征的同事准备口罩、防护衣；广

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总务

科副主任梁肖虹一大早跑到

商场，为同事购买保暖衣服及

生活物资。

“我们一定能充分发挥自

己的专业特长、全力以赴、不辱

使命，为成功歼灭新冠病毒肺

炎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佛

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副主任医师梁永锋是此次驰援

湖北南海医疗队协调组组长。

临行前，梁永锋郑重许下承诺，

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做好医疗救治工作。

“有什么困难要说出来，我

们一定做好保障。”“这次是主战

场第一线，一定要注意防护好。”

欢送仪式现场，佛山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走到每家

医院的队伍前，一遍遍地询问着

队员们的家庭及物资筹备情况。

现场，闫昊波和区长顾耀辉还给

每位出征的队员送上了鲜花。

“400万南海人民是你们

的坚强后盾，坚决打赢这场战

役，等待你们凯旋。”闫昊波代

表区委区政府，代表南海400

万市民，向即将出征的60名医

护人员致敬。他表示，医护人

员到达战地后，要全身心投入

战疫第一线，发扬好医护人员

职业精神，全力以赴救治病

人。同时，他叮嘱大家一定要

做好防护，平平安安地出发，平

平安安地归来。

（相关报道见A04~A05版）

珠江时报讯（佛山日报记

者/莫璇）召必应，战必胜！昨

日下午，主要由我市322名医

护人员组成的广东援助湖北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第十四批医疗

队集结启程，带着佛山全市人

民的重托与大爱，风雨无阻驰

援武汉。省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省中医药局局长徐庆锋，市

委书记鲁毅、市长朱伟到白云

国际机场送行，向奔赴“战疫”

一线的佛山医务人员表示崇高

敬意和衷心感谢。

这是佛山向湖北派出的第

四批医疗队伍，也是迄今为止

人数最多的一批。从接到任务

到集结，佛山用了不到24小时

就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全市数

百名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前往一

线，最后选拔出业务能力和水

平最为突出的78名医生、242
名护士、2名工作人员，组建起

两支医疗队。届时，他们将整

建制接管武汉第一人民医院两

个重症病区。

下午3时许，医疗队队员

在候机大厅与家人、朋友、同事

依依惜别后，整齐列队、士气高

昂、整装待发，一起高呼：“同心

协力、共抗疫情，中国加油、武

汉加油。”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

形势，队员们无私无畏，怀着

“若有战、战必胜”的信念，誓言

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不胜

疫情誓不还，竭尽全力完成党

和人民交付的重任。

集结现场，党旗飘扬。这

支医疗队共有 116名中共党

员，成立了援助湖北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医疗队临时党总支，

旨在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

第一线高高飘扬。

面对即将赶赴武汉的医疗

队队员，徐庆锋表示，佛山不到

24小时完成医疗队集结，充分

彰显了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佛山

担当。佛山医护工作者主动奔

赴一线，体现了医者仁心的职

业道德和素养，期望医疗队坚

决完成各项支援任务，同时做

好个人防护，平平安安出发，平

平安安回家。

“你们是佛山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最美的逆行者。

感谢大家英勇向前，也期盼

大家平安凯旋。”鲁毅向医疗

队队员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点赞他们主动请缨支援武

汉，展现了佛山人勇于担当、

无私奉献的精神。

鲁毅强调，医疗队抵达武

汉后，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

觉服从当地党委政府、医院、广

东援助湖北医疗队临时党委的

领导，加强与其他医疗团队的

密切协作，齐心协力战胜疫

情。要全力以赴救治重症患

者，拿出佛山医疗最高水平，以

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职业操守

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治。

要切实做好自身防护，严格遵

守救治流程制度，确保身体健

康。市委、市政府以及全市人

民是医疗队最坚强的后盾，将

全力支持前方工作，做好后方

服务保障，悉心照顾队员家人，

切实解除后顾之忧。

朱伟向医疗队授旗，市领

导杨朝晖、乔羽参加送行。佛

山传媒集团同时派出3名记者

随团，全方位报道佛山医疗队

在武汉的救治工作。

322人出征！佛山最大规模“医护军团”驰援湖北

他们是佛山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战队”一夜之间集结完毕，驰援湖北的南海医疗队由15名医生和45名护士组成。 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