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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报
记者2月16日从市供销合作社了解到，日
前，市供销合作社下发《全市供销合作社
系统农资供应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
案》），当各区县出现区域性农资市场紧张
情况时，市供销合作社将采取不同程度的
应急措施确保农资市场稳定。

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预
案适用于在突发自然灾害，主要农业生产
季节因货源严重短缺，农资价格快速上涨
及其他突发事件时的应急供应处置。

《预案》要求，市供销系统按照农资供
应管理的要求，建立农资应急机制。农资
储备企业应负责做好化肥储备，组织实施
储备农资的动用，并及时协调应急所需农
资的调剂、调拨。区县级供销合作社负责
当地农资储备及应急状态下的供应工
作。同时，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建立农资供

求行情监测、预测和预警机制，对早期发
现的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市场异常
波动及时报告，并发出预警信号。各级供
销社和农资企业按计划安排，积极组织货
源，合理安排库存量，及时足额落实农资
储备品种、数量，以确保农资市场平衡供
应。

《预案》制定后，我市将根据农资市
场出现的不同程度的波动状况，相应采
取不同范围、不同力度的应急措施。通
过组织农资经营企业动用储备或紧急调
剂农资商品，并通过指定应急网点、基层
门店投放和供应市场等方式来稳定农资
价格。

重庆出台应急预案确保农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朱芸锋

立春已过，到了春耕时节。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在最关键的时候，
防疫不能松劲，春耕同样也不能耽搁。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搞好农事活动，需
要统筹兼顾、弹好“钢琴”。做到防疫下
地两不误，分时下地、分散干活是必要

的。有些农民朋友认为，“农村距离城
市远，疫情不会传染过来”“干农活戴口
罩麻烦”“村里的人都是熟人，不戴口罩
问题不大”。殊不知，病毒可不会对城
市和农村区别对待，个人防护的小疏
漏，都可能带来大隐患。“出门戴口罩，
回家勤洗手”，这是做好个人防护的基
本要求。平整秧田也好，覆盖地膜也
罢，尽量做到劳动时不扎堆，歇息不摆
龙门阵、拉家常。

疫情发生以来，部分地方的时令蔬
菜、蛋禽等农产品出现滞销，导致不少
人尤其是种养大户心生观望，拿不准现
在究竟种什么、养什么能赚钱。对于打
算春耕备耕的农民来说，心里也有些犯
嘀咕：前段时间通往乡镇、村社的道路
设卡排查，种子、化肥等农资如何运进
村？不少地方为了防止人群聚集，取消
了乡镇“赶场日”，以前买种子、农药都
是和经销商当面交涉，现在还能不能买

到放心产品？相关部门把各项工作抓
实、抓细、抓落地，才能确保不误农时、
不误农事。

确保春耕农资顺利进村到户，就要
消除运输梗阻，让路畅通起来。若担心
疫情隐患随春耕农资“混进村”，不妨由
镇街、村社统一组织“零接触”农资配
送。这么做，既能让农民降低被感染风
险，也能防止假冒伪劣产品钻空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该下种就下种、该育秧就
育秧，农民朋友才能既有好身体，又有
好收成，喜气洋洋迎小康。

防疫和春耕，哪个都不能耽搁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廖雨寒

疫情发生以来，市扶贫办迅速启动疫
情防控工作机制，指导各级扶贫部门积极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全力确保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两不误。

扶贫干部勇做“逆行者”

几天前，市扶贫办向全市扶贫干部发
出倡议书，要求各级扶贫干部勇担责任，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完成
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

事实上，倡议书发布之前，许多扶贫
干部就已返回工作岗位。

大年初一的早上，本已回家过年的奉
节县太和土家族乡高桥村第一书记朱星
光，匆匆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独自一人
踏上了回村的道路。

“高桥村南边就是湖北省恩施市板桥
镇，村里从湖北返乡的人员不少，每天都
要检测两次体温。”连日来，朱星光与村干
部走完了村里360户人家，对全村1260
人进行了详细的摸底排查。

1月28日清晨，重庆农商行梁平支行
干部钟诚，冒着刺骨的寒风回到了自己驻
村的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从此，长塘村
每天都会传来一阵阵广播声，“为了你我
他，安全待在家。出门戴口罩，亲戚不要
走，见面机会有……”

这个春节，扶贫干部选择迎难而上，
积极响应组织号召，怀着若有需、召必
回、来能战的精神，成为疫情前线的“逆
行者”。

为贫困群众送去“及时雨”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级扶贫
部门和干部积极主动履职，为贫困群众送
去了“及时雨”。

1月29日，一辆小汽车缓缓驶入石柱

县中益乡。看着工作人员从后备箱搬下
来一箱箱口罩，该乡党委书记谭雪峰长舒
了一口气。

这批口罩怎么来的？
原来，大年初四，农行重庆市分行派

驻中益乡定点扶贫干部韩玉川就返回乡
里，投身防疫一线。此时，中益乡的口罩
短缺。韩玉川心急如焚，立即向农行重庆
市分行请求支援。通过积极协调，1万个
口罩送到了大山深处。

在秀山隘口镇，岑龙村第一书记石宇
主动联系县红十字会，捐赠了400套防护
服、200个护目镜、1900副橡胶手套。

“除向群众宣传防疫知识外，我们还
拿出真金白银对全区建卡贫困户进行扶
持。”黔江区扶贫办主任郭兴春表示，全区

建卡贫困人口的扶持标准为50元/人，由
贫困户自行安排生产生活——截至目前，
该区已累计向建卡贫困人口38362人兑
现扶持资金191.81万元，并组织社会各界
捐赠口罩3000个，分发到全区30个乡镇
街道，主要用于建卡贫困群众需求。

保证防控、春耕“两不误”

2月9日清晨，戴上口罩后，丰都县名
山街道朗溪村九组村民毛本荣拿着镰刀
来到了地里。他家今年榨菜亩产量在
6000斤左右，按照今年的行情0.35元每
斤算，预计6亩总产值收入在1.2万元左
右。

“政府组织了相关人员给我们宣传疫
情防控知识和政策，定期给我们测量体

温，让我们在采收时戴好口罩，使得我们
的榨菜能够正常采收。”毛本荣说。

毛本荣挥舞着镰刀的同时，巫山县巫
峡镇柳树村十一社村民谭松明从村干部
手里接过了急需的蔬菜种子。“卖菜是我
家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她告诉记者，家
里一年要栽种清江白、五号白菜、辣椒等
蔬菜品种十四五亩。现在正是春耕生产
的关键时候，因为疫情，大家不能出门去
购买种子，正当发愁时，干部把蔬菜种子
送上了门。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要让各级
扶贫干部利用居家休假的时机，及早研究
工作思路、制订工作计划、落实工作措施，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高质
量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

防疫与脱贫 两场“战役”进行时

快评

关 注 春 耕 生 产

2月16日，石柱中益乡光明村沙罗坪，该村第一书记帮助谭人益老人播种前胡。为确保抗疫春耕两不误，该县广大党员一面开展
防疫宣传，一面帮助老百姓进行春耕生产。 特约摄影 谭华祥

南川 494支党员突击队奋战抗疫第一线
战战 一线一线

区县行动区县行动··南川南川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南川
区委、区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
飘扬”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更严更实更细更快推
进疫情防控工作，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响应、挺身而出、冲
锋在前，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牢记使命、忠诚担当，
疫情不除、工作不退”的庄严承诺。

众志成城
在防控一线筑起坚强堡垒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疫情发生以来，南川第一时间在

全区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各级
党组织第一时间响应，20余个区级部

门和34个乡镇（街道）立即停休，全面
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同时，全区各级
党组织通过发布通知、动员令、倡议书
等形式，广泛动员党员干部积极参与
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在农村，南川区广泛设立党员责
任区、党员先锋岗，完善党员联系群众
制度，通过宣传大喇叭、代办服务“卖
货郎”、“小背篓”志愿服务等有效载
体，打通乡村防疫的“最后一公里”。

在城市社区，南川区组建“党员+
楼栋长+物管员+志愿者”队伍，广泛
推行“好邻居”疫情防控宣传、劝导、送
餐、代购等服务，切实筑牢第一防线。

在医疗卫生系统，各级党组织团
结带领广大党员和医务工作者恪尽职
守、攻坚克难，先后组织两批次14名
医护人员“逆行”支援湖北，选派2600
余名医务工作者参与疫情监测、防疫
检疫、隔离观察（救治）等防控工作。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南川全区
各党委（党组）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共建
立临时党支部22个、党员突击队494
支，上千名党员奋战在防疫一线。

“疫情来袭，党员必须首先站出
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凝聚起来、组
织起来，才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闻令而动
党员骨干冲锋在最前面

“你好，我们来给你们测测体温，
感冒好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症状？家
里人都还好吗？”2月11日中午12点
半，南川区人民医院的主治医师杨证
祎敲开了南城街道官地村一位村民的

家门问道。
杨证祎是南川区人民医院疫情防

控党员突击队的成员之一。该突击队
由28名党员组成，全部是从该院抽调
的临床医技科室骨干，他们从2月8日
开始，分组深入3个街道及大观、大
有、南平等12个乡镇，开展重点人群
疫情防控入户回访。

“这些人中有从武汉或湖北其它

地方返乡的村民，说没有一点顾虑是
假的。但这时候我们党员不冲上去谁
冲上去？”杨证祎说道。

疫情在哪里，党员干部就战斗在
哪里。在南川区，还有无数像杨证祎
这样的普通党员干部冲锋在防控疫情
斗争第一线。

在大观镇金龙村，村里的党员们
带头签订“不出门、不聚会、不泡酒、不
乱走、不恐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党群承诺书，带头维护稳定，做好
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及时解疑释惑、疏
解焦虑情绪、消除恐慌心理。

在东城街道锦绣家园，当地党支
部16名60岁-74岁的老党员主动加
入“好邻居”志愿服务队，及时为小区
居民疏导心理，不断强信心、暖人心、
聚民心，共同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践行使命
在战“疫”中彰显党员本色

最近几天，重庆气温骤降。春寒
料峭中，在南川区定点医院、省际县际
公路干线等重要区域，活跃着一支由
南川区公安特警组成的“防疫突击
队”。他们和医务人员、高速公路执法

人员等一起，组成了若干个小组，24
小时不间断值守，处理疫情防控中的
急难险重突发事件，保障正常秩序。

“我是特警，更是共产党员。坚守
岗位，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我们的
职责和使命。”突击队员王乃豹说。

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南川广
大党员干部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
关头豁得出来，以坚定的信念和行动
彰显了当代共产党人的本色。

在疫情防控中，南川区广大党员
干部第一时间亮出身份、亮出承诺，他
们像一面面流动的旗帜，哪里有需要
就主动请战到哪里去，让广大群众深
切体会到党员就在身边。

“我们将把疫情防控作为检验党
员初心使命的考场、体现责任担当的
试金石和磨刀石，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开动脑子、甩开膀子、迈开步子’，打
一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南川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南川将在这场严峻
考验中考察识别干部，激励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英勇
奋斗、扎实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勇挑重担 冲锋在前

盛志信 王静

多家单位联防联控组成党员突击队 摄/袁治卫

（上接1版）

开展无症状阳性检
测者科研攻关

“核酸检测能力效率持续提
升。”万州区卫健委副主任、区联
防联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组长
邵平介绍，万州日检测样本能力
由 1200 份提高至现在的 1900
份，日采样能力由600人次提高
至 1400 人次；每批 8小时内完
成检测并出具报告，除规定4类
人员外，还将解除隔离的密切接
触者、密切接触者家人、高风险
暴露行业从业者3类人员纳入
检测，提高了采样质量和检测速
度。

但有些患者，早期并无新冠
肺炎的症状，胸部CT检测却发
现肺部有问题，并且快速发展。
重庆市新冠病肺炎医疗救治专
家组副组长、重医附二院感染科
主任胡鹏把这种核酸检测呈阳
性，但又无症状的现象称为影症
分离。他认为，在病例确诊上要
将影像学与核酸检测结合起来，
一旦出现无症状阳性检测者，马
上进行胸部CT检测确认，以达
到早发现、早隔离、早诊断、早治
疗的目的。

据介绍，万州率先开展了无
症状阳性检测者科研攻关，将万
州区人民医院设置为专用医院，
设置隔离病房260个，抽调中医
专家、中西医专家、心理医生、营
养学专家，联合市级专家力量，组
建医学科研攻关团队，一人一策、
综合施治。

截至2月 15日 24时，这里
收治无症状阳性检测者50人，
正通过开展中医干预、西医配
合、营养食疗、心理疏导、身体
锻炼、睡眠保障等方式，每天两
次会诊研判病情进展，加强中

西医结合全方位干预，全力阻
止无症状阳性检测者转为确诊
病例。

中西医结合探索治
疗新冠肺炎

1月29日，重庆首例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蒋某在重庆三峡中心
医院治愈出院。蒋某是一名重症
患者，先后出现咳嗽、发热等症
状，后检查发现双肺多发大小不
等的磨玻璃斑片状阴影。

“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是市区
两级专家会诊后制订的。”重庆
三峡中心医院急救分院重症医
学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黄霞
介绍，在对蒋某的治疗过程中，
除了按国家制定的诊疗方案进
行外，也辅予一些中药汤剂治
疗，对病情的缓解起到了一定作
用。“我们也在积极探索中西医
结合治疗。”

重庆市级专家组成员、重庆
市中医院肝病科主任刘华宝介
绍，市区两级专家组在成立之初
就有中医专家参与其中。在医
疗救治过程中，中医在病毒抑
制、症状改善发挥了作用。他告
诉记者，在该院新冠肺炎患者救
治中，中医参与率达到 91.3%。
通过 21 天对 208 人的临床观
察，中西医融合治疗在症状改
善、肝功能保护等方面都发挥了
作用。

三峡中心医院国医苑院长
牟方政、中医内科主任魏大荣同
是该院医疗救治专家组成员，每
天，两人都会参与查房、会诊，下
午为每个确诊病人对症下药送
服中药。牟方政称，实践证明，
中医早期干预，可以阻止轻症向
重症、危重症发展，而对重症、危
重症后期康复，中药一样有调理
作用。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100位新冠肺炎患者的治愈之路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
16日，记者从重庆出版集团获
悉，由该集团主办的“手足相抵
悲喜与共”抗疫主题征稿活动正
式启动。从即日起到疫情结束后
的三个月，重庆出版集团面向全
球征集抗疫故事。

本次主题征稿旨在邀请参与
者讲述自己或身边的抗疫故事，
共同铭记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征文的内容以疫情防控一线的
坚韧顽强和感人故事，再现患者
及家属勇战病魔的心路历程和温
暖时刻为主。”重庆出版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征集到的故事将通
过重庆出版集团官方网站、微信
公众号和“阅读重庆”公众号等平
台进行分享，优秀作品将结集出
版。

据悉，此次征文作品形式不
限，参与者可通过报告文学、纪实
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小说等多

种形式来进行表现，作品长短不
拘，体裁不限，必要时可附相关图
片、音频、视频素材。“来稿必须为
原创作品。作者投稿即视为同意
重庆出版集团官方网站、微信公
众号、‘阅读重庆’公众号和相关
图书编辑发表。作品一经采用，
即付稿酬。”该负责人说。

据悉，此次征文的投稿方
式分为电子邮箱投稿和天健出
版发行平台投稿。参与者如选
择电子邮箱投稿，需把稿件发
送到 kjxgfy@163.com，并注明
作者姓名及联系方式，邮件标
题则统一为抗疫主题征稿+作
品名称；选择天健出版发行平
台投稿，则需登录天健出版发
行平台（www.tjzzcb.com），点
击“阅读活动”并阅读征稿启事
后点击“投稿”，进行在线投稿，
提交文章前，选择“抗击疫情”
分类。

重庆出版集团
启动抗疫主题征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