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防 控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疫情，根据黄山市新型冠状
病 毒 感 染 的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指
挥部要求，定于 1 月 28 日 12 时
起，临时关闭黄山市境内部分
高速公路收费站，具体通告如
下：

一、临时关闭
S42黄浮高速公路：休宁收

费站、闪里收费站、牡牛降收费
站；G56 杭瑞高速公路：屯溪南

（市区 3）收费站、岭南收费站；
G3京台高速公路：龙田收费站。

二、正常通行
S42黄浮高速公路：黟县收

费站、祁门收费站；G56 杭瑞高
速公路：屯溪（市区 2）收费站、
五城收费站、歙县收费站、三阳

收费站：G3京台高速公路：太平
湖收费站、黄山北门（甘棠）收
费站、谭家桥收费站、黄山南门

（汤口）收费站、岩寺收费站、屯
溪西（市区 1）收费站；G4012 溧
宁高速公路：歙县东收费站。
黄山市交通运输局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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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 1000元，我交 300元……”
1 月 28 日，在屯溪区屯光镇镇政府会
议室，一场缴纳疫情防控特殊党费活
动正在举行。

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屯光镇向全体党
员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
当作为，伸出援助之手，团结一心，众
志成城，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力量。
“开展党员干部缴纳特殊党费活

动，旨在激励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
命，在防控一线当先锋作表率，下一
步我们将号召广大党员在防疫一线
认领政策宣传岗、群众劝导岗、值班
值守岗，发挥党员示范引领作用，让
我们的党旗在防御一线高高飘扬。”
屯光镇党委书记吴伟刚说道。

短短十几分钟，39名党员缴纳了

近 19500元的特殊党费。屯光镇所辖
的 12 个村、社区的近 300 名党员，也
积 极 参 与 到 特 殊 党 费 缴 纳 活 动 中
来。据初步统计，截至当日 14 时，共
缴纳特殊党费 3万余元。

为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阻击战，连日来，屯溪区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在防控疫情战场上始
终坚持站在最前列、冲在第一线，坚
决筑牢最基层防控堡垒，守护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

“要勤洗手、少出门，不要聚会、
不要拜年……”

屯溪区奕棋镇查塘村 65名党员也
都在疫情防控一线奋战着，大家充分发
挥党员联户作用，悬挂疫情防控宣传标
语，上户发放宣传资料，劝阻村民走
亲访友……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我们结合村里的‘党员联户连
心’工程，每位党员到结对的户上去，
宣传防控知识，特别是对返乡农民
工、学生及游客等重点人群进行宣
传。”查塘村党总支副书记邓和平告
诉记者，“为让村民少一份担忧，多一
份安全，现在全村的党员都参与到疫
情防控中来了。”·徐雅娜 陆海峰·

本报讯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按照国家、省、市和景区党工委统一要求
部署，黄山风景区积极响应，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迅
速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市场稳定和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

成立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并绘制了《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排查流程图》，景区卫生防疫部
门开展疫情防控技术培训，实行春节假期全员在岗
做好疫情应对工作。景区于 1 月 25 日下午 3 时起，
暂停对外开放和暂停开展惠民活动，并对已购景区
门票、索道票、换乘车票及景区内酒店预订的游客无
条件退票退款；黄山旅游客运中心于 1月 26日起也
暂停运营。

景区交警、卫生等多部门安排人员在高速汤口
收费站出口处对进山车辆进行劝返，景区换乘中心、
索道部门已不再运送游客进山。目前，景区三个进
山入口均公布了景区暂时关闭的公告，景区内各家
酒店宾馆和索道部门严格做好景区关闭期间全部区
域的卫生清理、消毒、通风等工作，同时做好员工培
训、技能提升等工作，为后续开放奠定坚实基础；山
下各酒店宾馆则严格做好客房、餐厅、公共区域的消
毒工作。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抗疫专项
资金 100 万元，用于疫情物资购买及防控保障。目
前已购买了价值 5 万元的医用外科口罩，捐赠给武
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全力支援武汉抗疫第一
线工作。

景区市监部门加强农贸市场监管。从 1月 23日
起，全面关闭汤口农贸市场内活禽交易区；联合汤口
镇政府、林业公安等部门开展农贸市场内野生动物
销售情况检查，严厉打击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等违法
行为。同时加强对餐饮单位，药品、药械销售企业的
监管，严厉打击各类哄抬价格、囤积居奇、价格欺诈
等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侯晏 程秋萍 丁旭峰·

本报讯 “戴口罩，讲卫生；
少出门，不聚会。有症状，早就
医；不信谣，不传谣……”放弃春
节假期、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户
宣传防控知识。连日来，黟县党
员干部全力以赴，努力筑牢疫情
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黟县及时成立了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作
组，下设综合协调组、信息宣传
组、防疫和医疗救治组、物资和后
勤保障组、应急处置组等 5 个工
作小组，落实具体工作人员，负责
具体工作落实。全县各乡镇、各
单位也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

该 县 县 委 组 织 部 专 门 下 发
文件，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做到“三个带头”，带
头提高政治站位、担当作为、严
防严控，紧密团结、动员和组织
群众，为夺取疫情防控阻击战最
终胜利作出努力。该县卫生健
康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和医务人
员取消春节假期坚守岗位，疾控
中心、县医院医务骨干、各乡镇
卫生院医务人员自发口头或书
面上报《请战书》投入防控疫情
一线，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工作尽一份力量。县交
通运输局在渔亭高速出口、县汽
车站设置体温检测点和临时留
观室，配合卫健部门开展出行和
到达人员的体温检测、信息登记
工作，积极落实应急保障运输车
辆；24 小时值班值守，落实每日

“零报告”工作。
开展进村入户摸排。该县对

湖北返乡人员逐一进行防护相关
知识宣传并测量追踪体温。加强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宣传引
导广大群众认清食用野生动物的
危害，自觉抵制食用，严厉打击野
生动物交易活动，目前出动警力
100 余人次，检查各类可能涉及
野生动物场所 300 余处，暂未发
现经营、加工、食用等涉及野生动
物违法犯罪行为。加大人力物力
和保洁频次，做好全县城乡生活
垃圾清扫和收运工作，做到日产
日清，确保环境卫生无污染；对垃
圾中转站、垃圾填埋场全面喷雾
消毒，减少二次污染。

·胡胜 韩丹妮·

本报讯 “主任，头发剪短了，照顾
病人会更利索。”“我不心疼，这是我们
愿意的。”随着“咔嚓”“咔嚓”理发刀的
飞舞，一把把秀发从肩膀滑落。1月 26
日下午，市医院护理休息区，护士黄峥
剪去了长发，为即将进入隔离病区做准
备。

黄峥是市医院当天第 5 位剪发的
护理人员，也是该院请战到隔离病区众
多医护人员中的一位“战士”，从事护理
工作已经 5年，之前一直在创伤骨科工
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后，她积极响应单位号召，主动报名，
要求参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
者的救治工作。正如在“请战书”中所
写的那样“疫情面前，我们是一名冲锋
在一线的战士！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
我们应当冲在抗击一线，毫不畏惧，科
学防治，为全面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做出自己的贡献！”黄峥的笑容里透
着果敢和坚定。

原本在手术室工作的胡瑛也在当
天剪去了一头秀发，这是她留了好几年

的长发。“不心疼，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
的，为了更好地工作，避免交叉感染，既
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病人和同事、家
人负责。”从事护理工作 11 年，这次主
动申请到隔离病区，胡瑛觉得特别光
荣，“同事们都争相写申请，我能被选
上，真的很光荣。”剪完发的她还特意拍
了一张照片作纪念。

当天，市医院组织了 8名医护人员
剪了短发。市医院护理部主任姚美蓉
说，“头发太长，容易从防护帽中滑落，
暴露在空气中，给护理人员增加感染机
会。在隔离病房护理病人，剪短发有利
于避免交叉感染，这样做既是维护医护
人员自身安全需要，也是对病人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负责。”

截至当天下午 2 时，已有 103 名医
生、96名护士、59名医技人员响应医院
号召，自愿报名，“请战”到隔离病区最
前线。此前，已有一批医务工作者响应
医院号召，投身隔离病区、发热门诊抗
击疫情一线，全力开展诊治工作。

·冯劼 许晟·

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春节，在本该
万家团圆的日子里，却有一群“白衣战
士”毅然选择了逆行，志愿加入到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队伍当
中，奔赴千里之外的战场，去打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他们用无畏与坚守同
病毒斗争，用担当与奉献诠释医者责
任。

今年 43岁的叶彩虹是黄山区人民
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一名护士长、主管护
师，从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起，她就把
对病人负责视为天职，患者的治疗、护
理、用药、安全管理等每一个环节都不
曾疏忽，从事护理工作 21年，她以精湛
的护理技术和严谨的职业操守赢得了
患者家属和同事们的赞佩。

1月 26日晚，叶彩虹正和家人一起

看电视，突然收到医院要组织医务人员
支援湖北的通知，她没有丝毫犹豫，第
一时间报了名。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援助行动，在
做 准 备 的 时 候 心 里 多 少 还 是 有 点 顾
虑。我丈夫在休宁上班，平时工作比
较忙，家里的事都是我在打理。婆婆
快 70 岁了，身体不是太好，小孩刚刚
读高中，都离不开我。可是我想如果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
挺身而出，尽一点绵薄之力的话，那我
会遗憾终生的。好在家里人知道我的
想法后都很理解、支持我。”叶彩虹说，
在得知报名成功后，自己的手机就一
直响个不停，全部都是来自朋友、同事
的祝福与鼓励。“我不是一个人去战斗，
在我的身后还有关心我的亲友同事，
更有成千上万心系湖北的黄山人民，
所以我不会害怕，更不会畏缩。”叶彩
虹说。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目前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志愿前往战斗一
线，我将不负嘱托，全力以赴，践行医者
的初心使命！”叶彩虹庄重承诺。

·叶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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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天使剪去长发
主动请缨抗击疫情

最美“逆行者”叶彩虹

专项监督巡查

保障药械供应

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
响，口罩等防护用品出现价格上涨和脱
销等情况。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安排开
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相关药
械监督检查工作，并加强价格监管，全力
保障药械供应，确保市民用药安全。

凌利兵 吴伟伦/摄

屯溪区：特殊党费传递温暖与决心

连日来，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医护一线，歙县人民医院的
140多名在职党员，用坚守诠释初心，
用奉献展示担当，让党徽在医护一线
熠熠生辉。

1 月 28 日一早，在歙县人民医院
疫情防控指挥部内，一场简短高效的
业务碰头会正在进行。在简要的介
绍了最新护理情况、受领下步工作任
务后，医院护理部主任周萍又匆匆赶
往感染性疾病科大楼。自从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出现以来，这

幢大楼就成了周萍和战友们的主战
场。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并没有让这
位有着约 10 年党龄的护士脸上露出
疲累。“从大年初一到现在，应该来讲
是昨天（1 月 27 日）稍微能够按点吃
饭了，之前大家都是连轴转。我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我们支部的
书记，这种情况冲在最前面也是应该
的。”周萍表示。

建院 60 多年的歙县人民医院是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于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综合

实 力 位 居 安 徽 省 县 级 医 院 第 一 方
阵。自疫情出现以来，医院迅速反
应，依托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大楼建成
满足收治发热病人的独立式病区，并
增配 40 多台消毒机、监护仪，30 多名
医护人员驻守在内应对一切突发情
况。医院专家组、预备队也严阵以
待。“在两三天的时间内，我们就依托
原有大楼完成了改造，具备收治、留
观疑似、确诊的病人，能很好地完成
隔离诊疗措施。”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主任黄海芸介绍说。

歙县还在歙县人民医院、歙县中
医医院等医院和各乡镇分院设立 31
处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坚决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
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战斗堡垒，目
前我们医院在职员工中有 140 多名
党员，面对疫情，大家冲锋在前，纷
纷请战，主动放弃休假时间，全身心
投入到疫情防控中来，充分体现了党
员的担当精神。”歙县人民医院副院
长张路表示。

·吴灿 郑建峰·

歙县：党徽在医护一线闪亮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黄山区积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通过发送宣传单、小喇叭车巡回宣传、电子屏
播放宣传标语、微信公众号发布文明过年倡议书等多种形式，引导群众以积极健康
心态应对疫情。图为 1月 27日，焦村镇干部上门发送宣传单，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崔艳 章利平/摄

黄山市关于落实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的公告
（第 2号）

（上接第一版）
六、严禁大规模操办婚丧喜事，必

要时报当地政府部门审批。黄山市餐
饮企业同一空间内三十人以上聚餐聚
会暂时一律取消，已预订的主动联系退
订，并全额退款。

七、活禽交易市场暂时一律关闭，
依法打击野生动物交易行为。

八、全面实施火车站、高铁站、汽车
客运站、高速路口、我市对外道路、码头
等重点交通要道、场所的体温检测、通
风消毒，出入人员必须配合检测体温。

九、各医疗卫生机构、机场、车站、
海关等单位一线工作人员，交通工具、
商场、餐饮等密闭场所、密切接触服务
对象的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戴口罩
上岗，并遵守其他防护制度。

十、本市人员不要前往湖北等地
区。提倡群众减少外出，戴口罩出行。

十一、做好物资和力量准备，全面
保障急需的治疗药物、诊断试剂、防护

用品、消杀药品等物资，储备社会生活
必需品，打击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行为，
保证商品供应，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十二、对不配合居家隔离、观察监
测，在医疗机构不服从统一管理的患者
及家属，以及不服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管理的有关人员，一律由公安
机关强制执行。

十三、市民群众应主动向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提供湖北地区来黄
人员线索。

屯溪区：0559-2597280
黄山区：0559-8500562
徽州区：0559-3586713/3511391
歙 县：0559-6522663
休宁县：0559-7512867
黟 县：0559-5522347
祁门县：0559-4512632/4512626
黄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0年 1月 26日

黄山风景区：

落细落实防控措施
黟县：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2020 年 1月 29日 星期三

关于临时关闭黄山市境内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