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陕西省一级报纸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15 复字第 7422 期

邮发代号51－7 2020年2月25日 星期二 农历庚子年二月初三 陕工网：www.sxworker.com

本报电话 有奖新闻热线：029-87344644 15309270781 记者部：87344614 发行经营部：87345725 新闻E－mail：sgbbjb1＠163.com 图片E－mail：1826283110@qq.com

SHAANXI WORKERS' NEWS
陕
西
工
人
报
微
信
公
众
号

陕
西
工
人
报
头
条
号

十二例患者出院的背后
——来自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救治一线的报道

从 2月 4日第 1例患者出院到 2月 23
日，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救治的新冠肺
炎患者中已经有12例出院。
来自武汉华南水产市场边上的李大姐
李大姐长期在武汉华南水产市场附近

从事猕猴桃批发生意。1月23日，李大姐
感到身体不适，搭朋友的车从武汉赶往西
安，一路戴着口罩直接入住唐都医院。她
怕传染别人，更怕传染家人。听说来了一
位华南市场附近的病人，医院的气氛一下
子紧张起来。病人需要采集动脉血做血气
分析，护士赵尚英有点紧张了。她走到李
大姐身边，举着戴了 3 层手套的手说：

“可能一下子采不好。”李大姐笑着说：
“没关系，我害得你们春节也回不了家。”
在李大姐的宽慰下，赵尚英透过护目镜里
的雾气，艰难地盯着针头，果断地下了

针。还好，一针见血，鲜红的血液马上流进
采血管里。唐都医院感染科作为全省新冠肺
炎危重症定点收治科室，自1月21日起就开
始接诊病人。

2月 19日，李大姐治愈出院。她说，
等到春暖花开，她还要到武汉去卖猕猴
桃。这句话鼓舞了很多人，大家都期待武
汉春暖花开的日子赶紧到来。

生死边缘的母子
60多岁的李先生来自武汉。他本人身

患肺癌，春节前来西安看望父母，没想到把
病毒带来了。全家 3个人同时住院，不久
他和母亲因为病情严重被转入唐都医院。
他绝望了，不想治了。初到病房的几个小
时，李先生一直不让医务人员靠近，对前来
劝说的医生和护士，又是吐口水，又是撕扯
他们的防护服。83岁的母亲被儿子这么一

折腾，病情更加严重了。怎么办？情急之
下，值班员赵艾穿上防护服，走进了病
房，一边照顾老太太，一边劝说李先生，
直到他情绪安稳下来，由跟进来的护士
注射一针镇静剂后开始进行治疗。一周
过去了，李先生的病情稳定了，但老太
太的病情危急，需要用气管插管有创呼
吸机干预。

面对这项危险性极高的操作，麻醉科
的庄莹莹医生趴到老人跟前，植入气管插
管。2月 13日，家人把老太太的寿衣都送
了进来，不抱希望了。然而，医护人员没有
放弃，多年来，创造了无数抢救奇迹的唐都
人没有放弃。目前，老太太仍没脱离危险，
但病情相对稳定。

跨越千里来投奔的一家三口
这个春节，在西安做生意的莫先生

有近 10天狂奔在路上。1月 21日，他从
西安乘飞机回武汉看望父母。为躲避疫
情，他又开车带父母去海南。发现父母
病了，他又日夜开车赶回西安。1 月 31
日，一家人来到唐都医院就诊。父母被
确诊为重症，已出现呼吸衰竭，他本人
病情较轻。

两位老人进入病房后十分紧张，医生
站在他们的病床中间，一手拉着一位老人，
安慰他们：“唐都医院传染科是国家重点科
室，参加过国内外很多重大疫情的救治工
作，请相信我们。”

经过 20多天的治疗，目前两位老人病
情已明显好转，住在普通病房的儿子每天
通过视频关注着老人。他给医生发信息：

“唐都医院挽救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命！”
（李亚军 岳丽颖）

2月24日，乘坐“复工专列”的务
工人员在西安北站候车。

当日，来自陕西多地的 399 名务
工人员从西安北站出发，乘坐高铁专

列前往浙江复工。据介绍，西安北站
将根据各地企业用工需求，继续推出

“定制化”复工复产高铁专列。
张博文 摄

2月21日，商洛市镇安县云盖寺
镇云镇社区一家社区工厂的工人在
对电子陶瓷产品进行质检。

近期，地处秦巴山区的镇安县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工
作，加快组织协调镇村停产企业复
产、半停产企业达产达效，保障群
众收入，助力脱贫攻坚。 邵瑞 摄

国家电网多措并举落实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 2月 22日公

布阶段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政策。对此，
国家电网公司表示坚决支持这一决策部
署，并于当天出台多项落实举措。预计在
国家电网经营范围，将减免大工业和一般

工商业企业电费约489亿元。
据介绍，国家电网将在 2月 1日至 6月

30日政策执行期间，减免非高耗能大工业
企业电费的 5%，惠及电力客户超过 40万
户；减免非高耗能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的

5%，惠及电力客户超过4200万户；延长“支
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期限，惠及电力
客户超过 40万户。对政策惠及的电力客
户，国家电网采取临时抄表措施，记录 2月
1日、6月30日的电量数据，逐户计算电费，

确保将国家抗击疫情、支持企业发展的政
策红利，落实到每一个企业。对符合此次
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2月份已缴纳电
费的用户，在 3月份收缴电费时逐户核减，
确保客户足额享受电费减免。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2月 24日，省
总工会党组召开会议，研究助力疫情防
控推动复工复产工作，听取 2020年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推荐评选工作进
展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郭大为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处在攻坚阶段，全省各级工会领导干

部要有精神、在状态，坚决克服厌战情
绪和侥幸心理，以上率下，坚守岗位，
履职尽责，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小
落细落实，确保不出事、不误事，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体现“娘家人”的担
当作为。

郭大为强调，要强化主动服务意
识，采取灵活的工作方式，少开会、少

检查，多帮忙、不添乱，多干强信心、
暖人心的事，有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对工作干得好的基层工会和企业，
要做好宣传报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郭大为强调，推荐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
度，坚持原则和标准，严格推荐程序，
严把政治关和廉洁关，好中选好、优中

选优，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起各方
面的监督。

当天，省总工会还下发了 《关于助
力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工作的意见》，
从增强信心、维护稳定、保障权益、关
爱职工、促进发展五个方面，提出十项
举措，助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两不误”，夺取“双胜利”。

省总工会研究助力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工作省总工会研究助力疫情防控推动复工复产工作
郭大为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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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复工复产，交通运输是“先行官”，必
须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仍处在关键阶段，复工复
产也在有序推进，当务之急是要保障运输
通达，路网畅通。

复工复产对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至
关重要。推动复工复产，首先要在落实好
安全防护措施前提下，确保人流物流畅
通。各地要避免“一刀切”封路堵路，认真
落实分类、分区、分级管控要求，畅通“绿色
通道”，打通交通“大动脉”，确保物畅其流。

保障复工复产，还要畅通交通“微循
环”。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稳妥有
序恢复城市公共交通，统筹调度公交车、
出租车运力，开展“点对点”服务，结合
实际推出物流配送车辆进城、停靠等便民

利民措施，最大限度满足城市物流需求，
保证“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衔
接到位、畅通无阻。

助力复工复产，确保物畅其流的同时，
也要确保人员流动有序、便捷、高效。应加
强地区和部门协同配合，优化运输调节，有
序组织务工人员跨区返岗，协调办理“一证
通行”，努力保障已复工和准备复工企业防
护到位、物资到位、人员到位。

复工复产是大考，保通保畅是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有的地

方也出现了随意制定交通管制“土政策”，
以防疫为名设卡限行、阻断流通，人为添

“堵”的做法，对此，有关部门要高度警惕，
即报即查，坚决制止。

路通，则百通。交通是人员流动的大
动脉，也是保障各类防控物资和生活必需
品供应的生命线。要按照中央要求，建立
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
推动人流物流高效顺畅，支撑疫情防控和
企业恢复生产，汇聚战胜疫情、推动发展的
强大力量。 （魏玉坤）

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

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继向
陕西在鄂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捐赠
价值37.73万元的抗疫药品后，2月
23日，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简
称西安幸福制药）向陕西省政府捐
赠价值 1000余万元的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药生血宝合剂，用于我省
防疫一线工作人员加强自身防护、
增强免疫力、防止感染。副省长赵
刚向西安幸福制药董事长杜成强
颁发捐赠证书，省红十字会常务副
会长关居正接收捐赠药品。

生血宝合剂是我国临床一线
主导用药，可以快速提高和恢复人
体免疫力，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1月 28日，湖北武汉新冠肺炎防疫
指挥部紧急采购生血宝合剂 17件
2000瓶，作为第一批治疗药配送到
雷神山医院，用于 2月 8日起收治
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临床治疗和
康复。目前，西安幸福制药已累计
向陕西援鄂医疗人员捐赠生血宝
合剂等抗疫药品价值37.73万元。

西安幸福制药是陕西省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医药物资
保障组中唯一的民营物资储备企
业。此次捐赠的 1413 件生血宝
合剂将由陕西省红十字会分发到
全省10市和杨凌示范区，为1.7万
名一线抗疫工作人员提高免疫力、
防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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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2月24日，记者从陕西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月
23日，全省已确诊的245例病例中，共有229例接受
中医药治疗，占比 93.5%。全省 11家定点医院运用

“清肺排毒汤”救治确诊、疑似病例 159例，其中
90%以上患者的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27名
患者已痊愈出院。

陕西245例确诊病例有229例接受中医药治疗

2月22日，游客在少华山玻璃栈道游玩（无人机
照片）。

当日，封闭近一个月的陕西少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在
景区范围内进行消杀作业后重新对外开放。 陶明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推迟召开
■我国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外国政党领导人积极评价中方抗击新冠疫情取得重要进展
■国家两部门印发新冠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试行版
■银保监会将加大监管力度 督促将疫情承保理赔落到实处
■中国贸促会成立法律支援平台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及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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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殿华）疫情发生以来，伟志服饰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及时转产民用防护服，为战“疫”作贡献。

2月 22日下午，笔者在该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一
件件民用防护服正在生产线上加快赶制。公司副总
经理贺行军介绍说：“我们从2月15日开始设计打样，
样衣当日下午便被生产出来，16日小范围生产。到
21日，有差不多 300人复工，人均每天可以生产 20余
件。目前通过工艺打通，每天的产能达到了 5000到
8000件。”

据了解，该公司正在加快建设无菌生产车间，并
积极申报医用防护服相关生产资质。预计3月中旬，
医用防护服将正式投入生产。

伟志服饰公司：转产民用防护服为战“疫”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 刘强）2月 24日 15时 9分，东航西
北分公司复工包机MU2449航班从西安咸阳国际机
场起飞，搭载125名中交二公局返岗复工人员飞往深
圳，这是我省第二架复工包机。据了解，此次返岗复
工人员主要是深圳地铁八号线的建设者。

东航西北分公司：我省第二架复工包机飞往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