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花木嵯）2 月 14 日，省
长、省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指挥长
刘宁在调研西宁大学项目建设及学校疫
情防控工作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教育部、省委省政
府和省指挥部的要求，始终把师生安全健
康放在第一位，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
类指导、分区施策，坚决守住教育防控阵
地。

刘宁实地查看西宁大学项目建设地
块、听取学校筹建情况后指出，校区规划
建设要突出“高、精、小、特、新”，与城市建
设、学科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征求吸纳专
家学者意见建议，既体现时代性，又突出

青海特色，既高效节俭快速推动，又要为
未来发展留白，努力打造特色鲜明、优势
突出、富有内涵、充满活力的百年高校。

随后，刘宁来到青海大学了解学校疫
情防控措施、物资储备等情况，并看望在
校的留学生。听到留学生对中国当前的
疫情防控充满信心时，刘宁高兴地说，不
论大家来自哪里，我们都是一家人。特殊
时期更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共同做好防控工作，特别要做好自我防
护，相信困难很快就会过去。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刘宁听取
了省教育厅和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
大学、西宁市第七中学负责人关于开展

疫 情 防 控 及 开 学 前 准 备 工 作 情 况 的 汇
报。刘宁指出，自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全省教育系
统全面落实防控措施，积极主动工作，扎
实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
效。

刘宁强调，教育连着千家万户，做好教
育系统疫情防控，关系到全省大局。要坚
持“一盘棋”思想，综合考虑全国疫情形势
和青海实际，科学确定学校开学时间，全
面做好开学前的准备工作。要坚持底线
思维，因地制宜、一校一策，制定完善应急
预案，加强防控物资保障，全面落实各项
防控措施，坚决守住教育疫情防控阵地。

要在疫情防控期间，建设、锻炼好教师队
伍，开展好学生公共卫生、思想政治等课
程，进一步激发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要
顺应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善
于化危为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积极开
展网上教学，做到“停课不停学”。要切实
压实责任，统筹做好教育教学、项目建设、
就业指导等各项工作，确保学校稳定、师
生健康。

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晓一同调
研西宁大学项目建设情况。省委常委、宣
传 部 长 张 西 明 ，省 委 常 委 、常 务 副 省 长
李杰翔，副省长刘涛参加以上活动，并对
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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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程程）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作为疫情防控急需物资的消毒液
和浓度为 75%乙醇消毒液的需求量很大。
疫情之下，我省生产消毒液和乙醇消毒液
的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如何，每天产能有多
少吨？2月 12日，记者来到我省两家全力保
障防控物资的企业了解情况。

在青海鸿基新醇能源有限公司的生产
线，记者看到，几名员工在生产线上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从灌装、封签，一个个印有
75%乙醇消毒液标志的空瓶经过流水线作
业，最终装灌进消毒液打包装箱。

“疫情发生后，我们根据当前疫情防控
需要，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应急管理
厅、甘河工业园区的协调下，经过争分夺秒
组织筹备，配置了两条日产 30 吨和 20 吨的
生产线。2 月 7 日正式投产，每天能够生产
30 吨浓度为 75%的乙醇消毒液，另外一条
日产 20 吨的生产线也于 12 日投产，产能从
每天 20 吨增加到每天 50 吨。”青海鸿基新
醇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军说，在确保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工人每天两班倒，生产线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防疫物资供
应。

除了青海鸿基新醇能源有限公司，青
海万福康药业有限公司也在积极生产 84消

毒液，为这次的疫情防控工作努力。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消毒液的气味扑

鼻而来。流水线上，工人们身穿工服，戴着
面罩和帽子，有条不紊地作业。车间地上
整齐地摆放着已经灌装好的消毒液。车间
外，不时有车辆驶来，等待装运消毒液。

“1 月 26 日，我们接到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关于复工复产的紧急通知后，第一时间
响应号召，在相关部门的协调和帮助下，3
天时间组建好生产线、采购原材料和包装，
1 月 30 日试生产。2 月 1 日起，日产量从 20
吨提高至目前的 80 吨。2 月 12 日，安装第
三条生产线后，日产量可达到 120吨。”青海
万福康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万立说。

按照省委、省政府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部署要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充分发挥物
资保障组组长单位第一职责，强化组织协
调，加强运力保障，全力推动防护物资生产
企业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

针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和
消毒杀菌用品需求量暴增的实际情况，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积极组织省内企业恢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消杀用品物资生产工作。
防控物资将由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
作指挥部物资保障组（省工信厅）统一调配
到全省。

我省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物资生产

本报讯（记者 贾忠英）转眼间，我
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到武汉工作已
经有十几天了，他们在那里生活和防护
物资是否充足，是不少青海人的牵挂。

“目前，武汉当地为青海医疗队生
活物资保障充足，原本紧缺的防护物资
经过当地调拨和医疗队积极筹措，已明
显好转。”2 月 14 日，青海医疗队领队、
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
刘建华说。

青海医疗队到达武汉新洲区后，新
洲区区委、区政府指定专门的酒店和厨
师，保障队员的住宿和每日三餐三菜一
汤的饮食标准。另外，医疗队还收到了
来自当地街道办事处、爱心企业捐赠的
各种生活物品，如羽绒服、保暖内衣、草
莓、蜂蜜等。

记者了解到，由于我省没有医疗防
护物资生产企业，因此，医疗防护物资
家底薄。临行前，省卫健委领导一再叮
嘱刘建华领队：“老刘啊，这些孩子就交
给你了，你一定要把他们安全带回来，
一个都不能少。”“‘家里’几乎 80%以上
的 N95 口罩等防护物资都给医疗队装
备上了，能拿的都给你们带上了。”说到
这里，刘建华不禁潸然泪下，到武汉后，
除了操心医疗队的防护物资装备情况，
刘建华还时常担心“家里”的情况。

为了节省防护物资，刚开始很多队
员进隔离间时都不敢喝水。即使这样
省着用，到了第八九天时，医疗队的防
护物资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刘建
华心急如焚。“眼看着 N95 口罩就要没
了，我们不得不开始实施替代方案。”他
和队里的樊海宁、马怡睿等人积极联系
慈善机构，最终在当地部门的及时调拨
下，以及一些慈善机构、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的帮助下，青海医疗队防护物资紧
张的局面才得以缓解。

“请家乡的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
辱使命，圆满完成任务。”医疗队队员们
说。

青海支援湖北医疗队生活物资有保障

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
2 月 14 日 17 时，青海省支援物资车队

安全抵达湖北武汉。
海东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3名民警，在省

公安厅治安总队特警指导支队副支队长赫
文忠的带领下，历经 30多个小时，穿越 1700
公里，一路护卫开道，马不停蹄，全力完成
护送任务。

2月 12日下午，接到前往武汉护送物资
的指令时，特警郑斌善激动不已。“能为武
汉人民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我们的骄傲，也
是公安民警应尽的责任。”

接到指令的当天，海东市公安局立即抽
调警力成立支援物资护运队。正在特警支
队待命和担负街面巡逻任务的甘宏良、郑
斌善、孙小栓临危受命，迅速收拾行装进入
临战状态。

2月 13日上午，物资车队从京藏高速海
东收费站出发，赶赴武汉。

“一路上顾不得日夜奔波的劳累，每到
检疫卡口或加油站服务区，同志们都详细
检查车队状态，反复叮嘱司机师傅注意安
全。”赫文忠说。

从西宁到武汉，行车距离达 1700 多公
里。“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起，我们几个都紧
绷着一根弦，只想以最快速度安全到达武
汉，让武汉人民早一天用上物资。”从警多年
的甘宏良深知这一路容不得半点马虎。

“路途艰苦不算什么，我们坚决完成任
务！”孙小栓表示，“要尽快护送物资安全抵
达武汉，助力武汉人民战胜疫情，这是党和
家乡父老交付的重托。”

2 月 14 日 5 时左右，车队行驶至 G40 陕
沪高速陕西省商洛至商南段，遭遇大雾天
气，能见度不足 5 米，给车队行驶造成了安
全隐患，开道车压住速度沿着地标线反光
缓慢前行。

“虽然艰辛，但途经卡口服务区时，工
作人员的行礼致敬和群众的加油鼓劲，让
我们深刻感受到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疫
情的决心。沿途所见，让我们倍受感动和
鼓舞。”郑斌善说。

武汉市工作人员在接到物资时，充满深
情地说：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和各族群众
的深情厚谊，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份千里援
助的真切情意！

穿越1700公里
青海支援物资车队安全抵达湖北

本报记者 李增平 通讯员 费照林

本报讯（记者 贾忠英）2月 12日，我
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救治患者 144
例，护理组护理住院患者 135人。

我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
市新洲区人民医院和新洲区中医院开
展医疗救治工作，医疗组当日救治患者
144 例，其中轻型病例 120 例、普通型病
例 2 例、重型病例 15 例、危重型病例 5
例、疑似病例 2例。当日出院 0例，死亡
1例。护理组护理住院患者 135人。

医疗队派出 4 组院感防控专家团
队，分别为新洲区人民医院、新洲区中
医院、阳逻院区中心医院、各街道乡镇
卡点工作人员开展院感防控和自我防
护培训，累计培训两千余人次。

我省支援湖北护理队在武汉市洪
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开展护理工作，当日
护理住院患者 119人。鼻咽拭子采集 13
次，体温检测 574 次，血氧饱和度检测
238次。

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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