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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放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疫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春风
十 里 ，只 为 送 你 ！ 山 河 无 恙 ，幸 得 有
你！江西的白衣战士们，感谢你们为随
州拼过命，随州人民铭记江西深情大
爱！3 月 23 日上午，市委市政府在随州
市规划展览馆广场举行仪式，深情欢送
江西援随医疗队首批队员返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鸣出席
活动并为江西援随医疗队颁发“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荣誉牌匾。
江西省援随前方指挥部指挥长、江西
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陈敏，市委书
记陈瑞峰分别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克克主持仪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夏卫东，市政协主席冯茂东，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林常伦，副市长郑晓

峰等参加活动。与会省市领导为江西
医疗队代表颁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陈敏代表江西省援随前方指挥部
和全体队员感谢各级领导的帮助和关
爱，感谢随州市委市政府和随州人民对
医疗队的关心和支持。他说，一个多月
来，我们与随州人民并肩作战、生死与
共，视患者为亲人，真心真情、千方百
计、全力以赴救治病人，在大难中践行
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把自己当随州人，把
随州的事当自己的事”。随州已经在我
们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今后
的工作中一定会更加关注随州，一定会
为赣随两地产业发展、文旅互通、医疗

共建作出更多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坚
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有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随州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就一定能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双胜利，随州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陈瑞峰代表市委市政府和 258 万随
州人民，向江西援随医疗队表示衷心的
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说，江西省委省
政府高度重视对口支援随州工作，江西
人民把自己当随州人，把随州的事当自
己的事，江西援随医疗队 407 名最美“逆
行者”，临危受命、舍生忘死，怀着“疫情
不退、我们不退”的坚定信念，以病房为
阵地、以岗位为战位，同时间赛跑、与病
魔较量，以信心传递信心、以生命守护生

命，实现了“零感染、打胜仗”的目标，为
随州疫情防控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立下
了汗马功劳。你们是最美的天使，是真
正的英雄，是随州“最大的功臣”。这份
赣鄂相“随”、风雨同“州”的深情，随州人
民永远铭记在心。诚挚地邀请大家常回
随州，随州永远是你们的家，你们永远是
随州人民的恩人、亲人。

按照中央指导组统一部署，江西援
随医疗队留下防疫组 13 名同志和医疗
小分队 25 名同志负责接下来的工作，其
他 369 名同志返回江西。当天上午，返
程的部分队员从随州市规划展览馆门前
出发，部分在广水市参加欢送仪式后出
发，他们在天河机场汇合后乘机返回江
西。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包东

流）3月 23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晓鸣来到随县客运站、湖北正大
公司、曾都区何店镇等地，调研我
市劳务输出、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和
春耕生产工作。

市委副书记冯伟，市政协主席
冯茂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布厚
伟，副市长李国寿，随州高新区管
委会主任周亚林等分别参加活动。

在随县客运站，刘晓鸣详细了
解该县“点对点”包车运送务工人
员返岗工作相关情况。他指出，就
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牢牢抓住各地
企业复工复产带来的务工需求机
遇，努力化危为机、逆势而上，主动
对接、广泛发动、靠前服务，让群众
通过务工实现稳定增收。在劳务输
出的同时也要做实做细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严格筛查外出务工人员
健康状况，绝不能给务工人员接收
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带去风险。

在湖北正大有限公司，刘晓鸣

走进企业的生产车间，详细询问防
控工作落实和生产情况，并听取企
业在复工复产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他强调，食品安全重于泰山，食
品生产企业要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食品安全，强化主体责任
落实和食品安全责任意识，严格落
实各项防疫和安全生产措施，确保
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

刘晓鸣还实地查看了曾都区何
店镇三岔湖村香菇生产基地、小麦
绿色高质高效全程机械化示范基
地、桂华村春季蔬菜生产基地。他强
调，要坚持疫情防控和春耕生产“两
手抓”“两不误”，建立同疫情防控相
适应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秩序，努
力在农产品市场销售上多做文章、
多下功夫；有序推进农业生产，努力
把疫情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一方
面要发动广大干群“加油干”，另一
方面还要努力提升农业机械化、规
模化、科技化、绿色化水平，促进农
民稳定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3 月
23 日，市长克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暨
四届六十二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中
央、省相关精神，研究“三农”、优化营商
环境等工作。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常伦，市
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吴丕华，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熊桢，副市长李国寿、吴
超明，市政府党组成员刘光海等参加会
议。

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精神、省委书记应勇同志赴随州等地检
查督导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全省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座谈会精神、
省长王晓东同志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

的讲话精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了
《关于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短板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施意见》《随州
市“敢担当、善作为、争一流”活动
方案》《随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告知
承诺制管理暂行办法》《随州市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事项改革意见及审批流程
图的通知》，研究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
作。

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对当前形
势作出了“两个转变”的重要判断，即
疫情防控从“全面阻击”向“精准防
控”转变、经济社会发展从“按住暂
停”向“重启恢复”转变，我们要统
一思想认识，准确把握“防控为先、统筹
为要、科学精准、稳妥善后”的工作原
则，统筹兼顾、适时换挡，奋力夺取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要因
时因势调整工作重心，疫情防控方面，
要进一步压实社区责任，重点加强流动
人员的精准掌控和管理，建立防输入工
作闭环，坚决防止疫情反弹，并加强医
疗救治，一鼓作气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
利；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有序加快恢
复城市正常运转，更大力度抓好复工复
产复市，确保此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要化危为机、危中寻机，抢抓政策窗口
期，用好用活用足国家、省支持企业发
展的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金融政策；各
有关部门、各金融机构要加大精准帮扶
力度，把金融服务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做
细做实。

会议提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收官之年，做好今年的“三农”工作

意义重大。要对标对表各项指标，加快
补齐“三农”领域短板，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全力抓好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等“三农”领域各项工作。要
通过“敢担当、善作为、争一流”活动，激
发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凝聚高质量
发展合力。要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效率。要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目
标导向，以更大的决心、更实的举措，争
创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问题导向，认
真梳理存在的问题，正视差距和不足，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市
场主体和群众的获得感；要坚持结果导
向，全力以赴解决困难和问题，营造良
好的发展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这次疫情，短期内会给湖北经济

社会发展带来阵痛，但不会影响经济稳

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要在加强

防控的前提下，采取差异化策略，适时

启动分区分级、分类分时、有条件的复

工复产。”在湖北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对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指明了努力方向。

我们要牢牢把握加强防控这个前

提。当前我市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阶段

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

繁重。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基础是

疫情防控到位，前提是社会面和小区

“干净”。我们要慎终如始、毫不放松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要聚焦推动疫情防

控从“全面阻击”向“精准防控”转变、决

不让疫情向好形势发生逆转。

我们要精准精细采取差异化策

略。目前随州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精

准精细用好差异化策略，就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落实落细国家出台

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援

企、稳岗、扩就业等工作，强化‘六稳’举

措，统筹抓好春耕生产、农民就业增收

等工作，坚决抓好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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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3 月 23 日，市委书记
陈瑞峰到随县调研企业复工复产、春耕生产和产业扶
贫等方面工作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持“防控
为先、统筹为要、科学精准、稳妥善后”的原则，统筹抓
好复工复产、春耕生产、脱贫攻坚等工作，努力跑出企
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的加速度，把疫情造成的损失
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宏业，副市长吴超明，市
经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扶贫办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活动。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企业复工复
产、尽快实现达产满产，是当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陈
瑞峰先后来到随县经济开发区鸿荣盛玩具有限公司、
许继三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情况。他走进生产车间、样品间，查看生产情况
和产品，仔细询问企业采取的防控措施，了解企业的产
品、研发、市场、效益、资金等方面情况，听取复工复产
和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陈瑞峰嘱咐企业负
责人，要高度重视企业内部疫情防控工作，坚决落实疫
情防控主体责任，抓紧抓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坚
决防范因复工复产带来的风险；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要坚定发展信心，锚
定发展目标，继续做优产品、做强品牌、做大市场。陈瑞
峰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畅
通人流、物流、资金流，提高企业返岗率、复工率、达产
率；包保企业的各级领导和部门要下沉企业一线，为企
业送政策、送服务，吃透上级政策，摸清企业实情，抢抓
政策窗口期，提出具体化、可操作的支持政策清单，让
企业享受最大的政策红利。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
坚战是必须完成的硬任务。陈瑞峰来到厉山镇富足村
藤椒产业扶贫基地，调研春耕生产和产业扶贫工作。该
基地计划建设 2000亩，采取“村集体+公司+农户”的模
式，通过就业带动等多种方式，实现村民增收，目前第
一期部分藤椒苗刚刚种下，已吸纳 24户 44名贫困人口
在基地打工。陈瑞峰要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但防控意识不能放松，农村地区要减少人情往来，
简办红白喜事，做好提醒劝导工作，力戒聚集性活动，
不办接春客等聚会，养成健康生活方式。陈瑞峰指出，
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治本之策，要因地制宜发展扶
贫产业，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
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全面研判疫情对脱贫攻坚的
影响，重点解决贫困群众外出务工难、贫困地区产品销
售难、扶贫项目开工建设难，着力促进就业、发展产业、
用好政策、拓宽渠道，把疫情对脱贫攻坚造成的影响降
到最低。要抢农时、优服务、解难题、强担当，尽量减少
疫情对春耕生产的影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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