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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武汉直击

本报讯（王环宇 记者粘青）自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全省无

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坚持“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指向哪里、统一

战线的优势作用就发挥到哪里”，立

足岗位、发挥优势、担当作为，通过

各种方式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各项工作，为夺取疫情防控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全面胜利

作出积极贡献。

各级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组织

纷纷发出疫情防控倡议书。1月31

日，省知联会向全省各级知联会组

织，广大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

子发出《吉林省各级知联会组织、广

大党外知识分子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倡议书》，得到全省各级知

联会、广大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

分子积极响应。吉林农业大学等高

校向全校统战成员发出《团结一心，

共抗疫情，凝心聚力，众志成城！致

全校统一战线成员的倡议书》。各级

知联会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无党派人

士和党外知识分子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

神，以及我省关于疫情防控的部署

安排，立足岗位做好宣传和防护工

作。

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国有企业

党外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专业优势，

踊跃投身抗疫一线。各高校党外知

识分子有76人支援湖北，538人奋

战抗疫一线。吉林大学、长春中医药

大学、北华大学、吉林医药学院、延

边大学等高校是我省医护人员集中

的高校，也是党外知识分子密集的

高校，他们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积

极工作，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力量。各科研院所、国有企业迅速

行动，为防控疫情开展科研攻关，组

织捐款捐物，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积极为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建言献策。吉林省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副会长、长春工业大学教授韩明友，向省委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提出关于试用“愈者血液疗法”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等两点建议：一是关于试用“愈者血液疗法”抗击新冠肺

炎的建议；二是关于试制马抗新冠病毒血清以阻止疫情发展

的建议，得到多位省领导批示，在之后的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在全面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后，吉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

谊会会长、吉林动画学院院长郑立国组织学院师生创作歌曲

《战疫》，制作了“心连心、共战疫”“防疫”等漫画作品及“上班

族战役指南”等动画作品，被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等多家媒体

选用。

立
足
岗
位

发
挥
优
势

全
省
无
党
派
人
士
、党
外
知
识
分
子
积
极
投
身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周海燕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护

士长，2月16日抵达武汉，目前已经在武汉

雷神山医院奋战了30多天。“武汉的春天正

在慢慢走来，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病毒散

尽，城市苏醒。”周海燕说。

作为一名护士长，平日里工作琐碎、日

程满档，练就了周海燕处事镇定、做事沉稳

的性格。在武汉的每一天，她成了年轻“战

友”的保护神，总是跟在他们的身后反复叮

嘱：“一定严格做好各项防护、平安交班。”在

周海燕的眼里，他们不止是迎难而上的战

士，也是每一个家庭的宝贝，他们身后还有

那么多期盼和牵挂。“这场仗我们不但要打

赢，更要留下宝贵的经验和长久的温情，我

们一起回家，给父母、爱人、孩子、亲人朋友

讲述这段难忘的经历。”周海燕说。

“下飞机前往驻地的时候，虽然天很黑，

路上空旷不见车辆，但在那一刻，我的脑海

里闪现出提灯女神南丁格尔的画面，她用温

暖驱散了受伤士兵心头的阴云，而我们每一

名医护人员要用自己的力量，照亮患者通往

健康的彼岸。”周海燕说。

从队员们踏进雷神山医院的那一刻开

始，他们的小宇宙就开始爆发。在所有队员

的努力下，医院各疗区基础设施的安装从无

到有，各种标识的粘贴不断完善和优化，每

一个病房的配备，大到抢救生命的呼吸机、

床垫、冰柜、马桶，小到满足生活所需的餐具

餐盒、洗手液、指甲刀……所有这些都见证

了他们的昼夜奋战、默默逆行。

为患者采集咽部分泌物标本，由于这

项操作风险系数高，被感染的危险性大，大

家在实践之前会将流程一遍一遍在同事的

咽喉上练习，虽然会干呕恶心，甚至疼痛，

但是只要战友想练习，每个人都会毫无怨

言地当“试验品”，为同事熟练操作助一臂

之力。“更让我们感动的是，每一位临床患

者都相当配合我们操作，努力忍住不咳不

恶心，不让我们有受到感染的风险，他们的

善良与理解，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人间

大爱。他们会积极主动佩戴口罩，沟通时与

我们拉开距离，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减轻我们的工作量。每一句感谢、每一

个笑容、每一声问候都让我们充满力量。”

周海燕感动地说。

3月9日，周海燕郑重地向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在这里，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洗礼，我看到了人间真情。遇到急难险重任

务，总有党员冲锋在前。全国各地的优质物

资运往武汉，不计报酬的志愿者奔向雷神

山、火神山，医护驰援队、人民解放军、保洁

员、建筑工人，还有那么多没有留下姓名的

一线工作人员，让我感动不已。”

“我想对武汉人民说，不要怕，因为我们

在一起。”周海燕说，“我愿化作阳光，抚平每

一位患者的伤痛；我愿用我的敬业和关爱，

给每一位患者带去健康。”

雷神山医院C8病区护士长周海燕：

“我愿化作阳光，抚平患者伤痛”
吉林省融媒体武汉报道组记者 李晓静 陶彬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祖维晨）城乡社区

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的关键防线。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全省共计7.4余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坚守岗

位、日夜值守，英勇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今天，省民政厅3个工作组分别前往长春市

九台区、白山市和公主岭市，看望慰问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社区一线工作人员。

据悉，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全面落实疫情防控

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施的通知》

下发后，我省迅速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全面

落实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

措施的通知>的实施方案》，明确“二十条”关

心关爱具体措施。

为了把好事办好、办实，省民政厅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

力推动疫情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关心关爱措

施落地落实，特别要积极协调地方党委政府领

导深入城乡社区，对疫情防控工作一线城乡社

区工作者，特别是因公受伤、突发疾病的城乡

社区工作者，以及因公死亡的城乡社区工作者

的家属，分层分级全方位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最大限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

营造关心关爱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浓厚氛

围。从3月14日开始，省民政厅还组成7个工作

组，分别由厅领导带队，用一周时间到全省各

地看望慰问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

我省启动城乡社区工作者关爱慰问活动

近日,由阿里云创新中

心长春基地与摩拉西斯（吉

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建设的百万级口罩产能基地

在长春净月高新区落成。满

负荷运转后每日产能超过

100万只。图为工人在打片

机料架上操作。

本报记者 石雷 摄

百万产能
落户净月

本报讯（记者张红玉 通讯员顾瑶）根据

省市部署，松原市宁江区委区政府统筹谋划，

积极把握全年农业生产主动权，一面做好疫

情防控，一面拓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

增色新途径。

为打通农资供应、农机作业等堵点，减少

疫情对春耕生产的影响，宁江区各地、各部门

利用互联网平台，大力推进农资到村到户，采

取电话预约、网上销售、配送上门等形式把农

资配送到田间地头。截至目前，已筹集资金

1.75亿元。全区种子、化肥等重点春耕物资

货源充足，大部分已到户。

近年来,宁江区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不断完善和推进土地合作经营。在

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实行土地托管的方式

下，订单农业、土地入股、统种分管等农业经

营新模式在宁江区农村遍地开花。今年，该区

农作物计划播种面积6.4万公顷，全面完成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新增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6万亩。同时，着力在打造绿色产业

基地、壮大棚膜农业品牌上下功夫。加大了

“三品一标”认证开发力度，先后引进美国大

红3号、珍珠番茄、津优12黄瓜等新品种30

个，新品种覆盖率达到了60％以上。今年，宁

江区将新建棚室200亩，全年蔬菜产量预计

达到32万吨。

为满足农民对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今

年，宁江区将继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百日攻

坚”行动。重点打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品路

线4条，改造农村厕所2668户，新建农村公路

158公里，年底前实现村村通率100%，屯屯通

率98%。村屯巷路硬化率65%，村屯绿化率达

90%。打造美丽庭院267户，干净人家591户。

建设安全饮水工程2项，投资2500万元。10

月前完成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年内完成7个

村庄规划编制任务。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同

时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乡风文明

建设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结合起来,打造出

了一批乡风文明示范镇,大大提高了乡村社

会文明程度。

松原市宁江区狠抓农业生产

打通备耕堵点 做足品牌文章

在抗疫一线，她曾化身为小患者的“知心姐姐”，也曾

化身为推送老大爷检查的“大力士”，她就是长春市传染病

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第二梯队的队员吴爽。

提起抗疫一线的工作，她显得轻描淡写，不愿多谈。

但就是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护士，却在疫区内7小时完成

了连续为28位患者抽血，为患者喂饭、打热水、帮助下床不

方便的老人大小便等护理工作。当她从隔离区出来的时

候，厚重的防护服里全是汗水，漂亮的脸庞被护目镜压出

了深深的褶皱，双手也因为被消毒液、洗手液反复侵蚀而

裂开了口子。

作为一名护士，任何困难在救死扶伤的大爱面前都显

得微不足道。有一次，一位80多的老大爷复查CT，需要用

轮椅推送，吴爽帮大爷穿好防护服后自己已经全身湿透。

一到外面就更难了，冰雪未消，路面湿滑，吴爽用尽全力紧

紧把住轮椅，一路小心翼翼地送大爷复查完又推回病房。

防护面屏被风吹走了，护目镜上全是汗珠，身上的汗水被

风一吹，透心凉。

医院隔离区有一个 10岁的小患者，爸爸妈妈均被确

诊。进医院的第一天早上，医生、护士例行查房，小女孩看

见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走进病房，吓得拿被子捂住自己。

吴爽急忙上前，温柔地说：“别怕，有姐姐在。”接下来的一

段日子，吴爽经常抽空来看望小女孩，安慰她、鼓励她，小

女孩慢慢适应了环境。在康复出院的前一天，小女孩在吴

爽的防护服上写上了“武汉加油，中国加油”，还给吴爽画

了一幅画。吴爽说：“在患者康复出院的那一刻，我们觉得

再累也值了！”

小小的身体 大大的能量
本报记者 刘怀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李开宇）今天下

午，湖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辽

吉沪粤雷神山医院及支援湖北医疗队医疗

救治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家第四批中医医疗

队吉林队领队、吉林省支援武汉前线指挥部

副总指挥、长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冷向阳参

加发布会，介绍了医疗队的救治情况并回答

记者的提问。

2月16日凌晨，吉林省支援湖北国家中

医医疗队到达武汉，经过简单的休整，接管

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C8病区，并于2月19日

正式接收第一批患者。在救治中，他们充分

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打出了中西医“组合

拳”，有针对性地对病人实行中医药治疗，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发布会上，冷向阳详细介绍了国家第四批

中医医疗队吉林队在雷神山医院的救治情况。

他说：“国家第四批中医医疗队吉林队由长春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长春市中医院、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辽源市

中医院5家中医院，共61名医护人员组成。目

前收治新冠肺炎患者75例，已出院32人。救治

过程中，我们坚持中医深度介入，中西医结合，

根据国家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进行同质化

治疗，在整体观念的基础上，对患者实行辨证

论治，进行个体化用药，大大提高了救治率。同

时，运用多种中医特色的辅助疗法，广泛应用

穴位、按压、针刺、太极拳、八段锦、心理疏导等

特色康复和护理手段，达到治疗的目的。”

“中医治疗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发

挥了哪些特色优势？”面对记者的提问，冷向

阳回答说：“中医治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辨

证论治，特别是对于我们一个整建制接管病

区的医疗队来说，可以了解每个患者的病情

变化，能够做到问病情、望舌象、诊脉。同时，

结合当地的气候情况，做到随症加减，同病

不同方，一人一方，精准救治。中医治疗还强

调整体观念，在我们救治的病人当中，60岁

以上的病人占60%以上，大部分病人有基础

疾病和慢性疾病，应用中医药治疗和针灸、

穴位按摩等手段，不仅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患者的其他慢性疾病和基础疾病也能够得

到有效控制，这样对治疗新冠肺炎疾病是非

常有利的。同时，在临床实践中，我们总结了

新冠肺炎的中医分期，不同的分期采取不同

的治疗方法，确定不同的治疗方案，这种‘分

层论治、标本兼治、毒去正复’的方法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除基础疗法之外，应

用中医药治疗完全可以使新冠肺炎的普通

型达到治愈。对于新冠肺炎的重型和危重型

患者应用中药汤剂和中药颗粒也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减少患者的症状，提高救治率。”

冷向阳表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期，一定会带领全体队员尽职尽责，不麻痹、

不厌战、不松劲、扛得住、挺得住，坚决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北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

国家第四批中医医疗队吉林队领队介绍医疗救治情况

（上接第一版）综合考虑失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和企业困难情

况，制定核定依据和办法，重点支持受疫情影响较大、积极复

工和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返还标准按6个月的当地月

人均失业保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稳岗返还实施期限至

2020年12月31日。

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缴费费率至2021年4月30日。

失业保险继续执行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之和为1%

的政策。工伤保险自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基

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18个月以内的统筹地区，不调整费

率，执行原费率（2018年4月费率，下同），基金累计结余可支

付月数在18（含）至23个月的统筹地区，可以原费率为基础下

调20%；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在24个月（含）以上的统筹地区，

可以原费率为基础下调50%。

参保单位原则上无需提供相关资料办理减免业务。对相

关划型信息资料不全的参保单位，补充提供相关材料，修改完

善相关信息，用以确定企业类型并办理相关减免业务。参保

职工个人缴费部分不享受减免政策，参保单位类型划定无异

议后，及时办理参保手续，如实申报社会保险缴费，按月代扣

代缴。

我省实施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