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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闻要闻

党旗在一线飘扬

本报2月 1日讯 （记者 刘志
贤）为帮助广大师生和社会大众加强
心理防护，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自治区教育厅指导内
蒙古师范大学依托心理学科专业优
势，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支持团队，2月
1日9时起，启动面向全区开展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心理咨询和疏
导的援助服务。

据悉，援助服务对象包括全区大
中小学师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密切接触者、
到医院就诊的发热患者以及相关人员
的家属、同事、朋友。疫情防控一线工
作人员、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后方组
织管理人员、救援人员、志愿者，受疫

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相关人群、易感人
群、普通公众等均可免费咨询。

援助服务方式主要有4种。一是
开通“抗击疫情，温暖心灵”心理热线，
心理热线主要针对因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而急需情绪缓解的人群，电
话均由有丰富经验的咨询师接听，每
次30分钟以内，开放时间为每周一至
周日上午9：00—12：00，下午2：30—
5：30。二是心理咨询邮箱，24小时可
投递咨询至 xlfd@imnu.edu.cn。三
是心理援助平台，加入心理“防疫”互
助 QQ 群咨询，群号为 550297581。
四是微信公众号，关注心理发展与辅
导中心公众号“专业与爱——心理健
康教育”进行咨询。

自治区教育厅启动“防疫”心理援助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李永
桃）疫情无情，保险有爱！记者从平安
产险内蒙古分公司获悉，该公司为全
区奋战在疫情一线的所有医护、疾控、
科研人员及其家属无偿提供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政府救助综合保障。

该保障主要指一线的医护、疾控、科
研人员如确诊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肺炎致残、身故，平安产险将为每人提供
最高50万元的救助金，并承担防止感染
蔓延所发生的转移安置费用。此外，若
医护、疾控、科研人员确诊感染后，其共
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偶、子
女）确诊受其感染致残、身故，平安产险
也将提供最高50万元的救助补偿金。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突发，各地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全国疾控、医护工作者们
为了群众的安全，无惧于各种风险，义无
反顾，坚守一线，抗击病毒，“逆行者”们
展现了高度的医德医风和无私的奉献精
神。中国平安集团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
会合作，为全国800万疾控和医护人员
提供专属风险保障。

该项专属风险保障于2020年1月
24日零时生效，由平安产险提供全国
医护人员后续服务。其中，内蒙古医
护人员的专属保障服务工作落地平安
产险内蒙古分公司。出险后上报当地
卫健委或致电平安产险各地项目对接
人或拨打该公司客服电话，平安产险
相关工作人员将为客户提供温暖便捷
的理赔服务。

平安产险内蒙古分公司向我区疾控和
医护人员无偿提供风险保障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康丽
娜）为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
和国家药监局有关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
结合全区疫情联防联控工作实际，自
治区药监局迅速行动，成立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
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方案》，坚持强化药械质量安
全监管和优化审评审批服务并举，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强化药械质量安全监管方面，
自治区药监局部署全区药品监管系统
开展有关药械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
查，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督查检查工作，
坚决杜绝质量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确保疫情防控用药用械安全。疫情发
生以来，全区共检查药品生产企业 8
家次、医疗器械生产企业2家次、药品
经营企业8346家次、医疗器械经营企
业 4897 家次，其中立案调查 19 家
次。1月28日，自治区药监局组织22
家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负责
人召开部署落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座谈会，督促企业切
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社会责
任，严格遵守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全力维护疫情防控药械市
场秩序，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急需药械
供应保障。

在优化审评审批服务方面，自治
区药监局全力支持疫情防控所需药械
的科研攻关。按照急事特办、特事快
办的原则，开通绿色通道，主动对接介

入，积极做好应急审评审批准备，依职
责随时启动疫情防控所需药品、医疗
机构院内制剂、医疗器械的应急审评
审批工作，确保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使
用，全力服务疫情防控需要。1月27
日，自治区药监局接到内蒙古民族大
学附属医院8个品种、锡林郭勒盟蒙
医医院3个品种院内蒙药制剂备案申
请后，在遵循蒙医科学理论、考虑长
期用于预防治疗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以
及曾在“非典”防控中临床使用效果
的基础上，立即开通绿色应急审批备
案通道，组织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进行
审查审核，于 1月 29日完成了全部
11个品种蒙药制剂的审核备案工作。
此次审核备案的 11 种蒙药院内制
剂，主要为内服治疗清瘟解热、润肺
止咳和外用预防瘟疫流感的传统蒙药

组方制剂。同时，自治区药监局要求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锡林郭勒
盟蒙医医院要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制剂
监督管理有关规定，严把蒙药材及饮
片采购验收关，严格按照质量标准要
求实施配制和临床使用，充分发挥蒙
医药在疫病预防和治疗中的特色优
势。

此外，1月31日，自治区药监局
本着积极稳妥、主动作为的原则，在
门户网站连续发布“疫情防控医疗器
械实行应急审批”和“防控疫情用境
外医疗器械产品执行标准有关事项”
2个公告，鼓励我区有条件的生产企
业生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服等医疗
器械防护产品，规范医疗器械境外采
购或捐赠供应管理、保障疫情防控用
械安全。

内蒙古药监局支援疫情防控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毛锴
彦）1月30日，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按照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
求，紧急调拨了一批救灾储备物资，为
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物资保障。

应急管理厅统筹安排盟市、旗县
应急管理部门，及时展开疫情防控应

急物资需求摸排及调配工作。截至1
月30日，全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共调
拨救灾物资棉帐篷 883 顶，折叠床
1203张，棉被褥、床板及床垫1628套，
棉大衣 1210件，棉衣 300套，主要用
于支持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做好疫
情防控点设置、医院应急储备、一线人
员物资保障等工作。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
紧急调配救灾储备物资应对疫情防控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霍晓
庆）近日，自治区人社厅、财政厅、卫健
委联合印发《关于转发因履行工作职责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
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明确因履
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
护及相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并要
求各盟市人社、财政、卫生健康部门密切
配合，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因履行工作职
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医护及相

关工作人员有关保障问题的通知》要
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救治
工作中，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因履行
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或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的，应
认定为工伤，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已参加工伤保险的上述工作人员
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和
单位按工伤保险有关规定支付；未参
加工伤保险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法定
标准支付，财政补助单位因此发生的
费用，由同级财政予以补助。

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的医护及相关工作人员
有关保障问题有了明确安排

□本报记者 赵丹

“兄弟姐妹们，我来了，救死扶伤
是我的承担。祖国召唤，我请战！”这
几日，这首抗击疫情的歌曲《最美的温
暖》在朋友圈和公众号上刷屏了，演唱
者之一是来自内蒙古的乌兰图雅。抖
音短视频、好来宝、呱嘴……这一段时
间，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我区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抗击疫情的战线上
吹响了文艺的号角，以各种文艺形势
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从1月31日起，内蒙古民族艺术

剧院APP上开始推出“文艺战疫情”系
列作品，力求集结各艺术团创新作品。
栏目推出的首个作品是二人台名家王占
昕的3个小视频，其中原创快板《勇士出
征》是为抗击冠状病毒的英雄们专门创
作。“二人台名家的呱嘴真是好，用最简
单的话告诉我们该做啥，抗击疫情，我们

都得先做好自我防护，战胜疫情，大伙儿
有信心！”乌兰察布市市民贾云说。

敖特根巴雅尔、包常福、达布白拉等
蒙古族民间艺人的好来宝在朋友圈被广
泛传播，让疫情防控的“安全网”在农村
牧区更深处铺开。这一段时间，我区乌
兰牧骑队员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都以各
种方式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传递正能量，为生命而战。
“从春晚的直播舞台上下来，我直

接奔赴录音棚，疫情面前每个人都责无
旁贷。”乌兰图雅说，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她为内蒙古捐赠的2万只口罩已
经在运往内蒙古的路上。疫情面前，乌
兰图雅、德格玛雅、云飞、哈琳等内蒙古
籍青年文艺才俊都推出了各类视频产
品，有的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华慈善总会
进行了捐款。

一段视频，一首歌曲，一句话
语……打开快手、抖音、朋友圈，我区
广大文艺工作者已经聚集起一个个正
能量方阵，为大家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为抗击疫情加油鼓劲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大家马上行动吧，辛苦各位了！
年节是小事儿，老百姓的安危、社会的
稳定才是我们肩上最真实的责任！”

“收到”“收到”“收到”……
大年初二，兴安盟扎赉特旗社区

书记主任工作群里，旗社区党工委书
记包高娃的信息一发出，立刻收到一
连串回复。队伍很快集结起来，社区
工作人员戴上口罩等装备，奔赴到各
个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社区是难点，也是重点。连
日来，全区各地城乡社区紧急部署，通
过各种方式向群众宣传科学防控知

识，积极开展重点人员排查和社区管
理工作，提醒居民储备必需的防控物
资，组织物业开展辖区内消毒等工作，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加强对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提高居民防疫意识，让疫情防控人人
知晓、人人参与是重中之重。

赤峰市永巨街道双桥社区通过入
户走访、张贴通知、微信群等方式向居
民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流行
现状、临床表现、传播途径以及预防措
施等相关防控知识。呼伦贝尔市陈巴
尔虎旗巴彦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
放《致居民朋友一封信》和《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健康科普小知识》。锡林
浩特市巴彦查干街道办事处各社区纷

纷悬挂起宣传条幅，LED显示屏滚动
播放宣传标语。乌海市乌达区永昌佳
苑社区的大喇叭从早晨就开始循环播
放疫情的情况及相关预防措施……

各地城乡社区多方式、多渠道发
布权威信息，引导居民科学防疫，不出
门、少出门、少去人口集中地点，营造
人人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积极配
合疫情防控工作的社区氛围。

同时，各地城乡社区设置外来人员
登记台并全面开展摸排工作，对进出人
员进行登记、测量体温，把好外出人员

“监控关”，把好社区“入口关”，做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满洲里市北区街道文明社区书记
带领社区工作者们“地毯式”排查辖区
外来人员及返乡人员，包片包组夯实

责任，每日报告，动态监测防控疫情。
赤峰市东城街道千禧社区成立疫情防
控专项工作小组，通过入户走访、街巷
宣传、电话排查，全面精准滚动排摸所
有相关人员。锡林浩特市巴彦查干街
道办事处发布《致武汉等疫区返乡人
员告知书》，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作
用，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并持续追踪
观察，及时掌握动态。兴安盟阿尔山
市林海街道对已摸排的湖北返乡人员
进行居家隔离观察，安排专人一对一
进行跟踪监测，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
送监测情况。

各地各社区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努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防控疫情，社区在行动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苏永
生）1月30日，由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
社翻译并上线发布的蒙古文版《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防护》电子书在微信群里被
纷纷转发，为偏远地区的蒙古族群众防
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提供
了帮助，受到了蒙古族群众的称赞。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巴图
巴雅尔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介绍，为帮
助农牧区蒙古族群众有效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内蒙古科学技

术出版社从1月28日开始，召集还在
休假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翻译、录入、
校对、排版，把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一书翻译成
蒙古文版，并在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的微信平台上进行了发布。目前，这本
51页、4万字、图文并茂的蒙古文版电
子书阅读量已经突破3.3万人次。

“正式上班后，我们将着手印制纸质
版的图书，并且免费赠送一部分图书给偏
远地区的蒙古族群众。”巴图巴雅尔说。

蒙古文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护》
网上助力蒙古族群众抗击疫情

□本报记者 张文强

“为战病毒自请缨，光荣榜上有其
名。婆婆怜媳泪如注，娇儿送母娘连
声。夫妻相别默无语，异地併肩比英
雄。亲朋好友齐祝愿，早日凯旋踏归
程。”

1月 31日，正在荆门参加一线救
治的宫梅，突然收到87岁老母亲写给
自己的一首诗。同时老人还寄语女儿
宫梅：艰巨任务，光荣使命，吾儿加油！

“谢谢母亲，女儿一定不会令您失
望。”宫梅含泪回复。

今年 54岁的宫梅是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任医
师，也是我区援助湖北医疗队的一名

队员。宫梅的丈夫孟江涛也是一名医
务工作者，和宫梅是同事，是医院感染
科的一名专家。

两人相识于大学，同窗5年后，一
同被分配到通辽市人民医院。2008
年，夫妻俩一起被调入内蒙古人民医
院。

相识相知30多年，夫妻俩心心相
印，志同道合。

2003 年，在抗击“非典”的战役
中，夫妻俩携手同行，坚定从容，一起
奋战每一天。

17年后，面对汹涌来袭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一个主动请缨参加
援助湖北，一个服从命令留在后方。

两人从事的医疗救治工作都极具
挑战。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都是危重病

人，几乎涵盖所有科别的患者，对医生
的诊疗水平和体质要求都非常高，科
室大夫号称医生中的“特种兵”。感染
科，是医院里接触传染病最直接的地
方，感染风险之高，往往令人望而却
步。

在去年的鼠疫临床诊疗中，作为
一线救治专家，孟江涛在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从11月26日开始连续奋战
近一个月。和他一起去支援救治的外
地专家陆续换了3批，而他却一直坚
守到了最后。

感染科病房是隔离病房，都是三
级防护，穿脱防护服必须严格而规
范。穿着防护服，闷热难耐，医务人员
身上很快就会被汗水浸透，有时手都
会被闷得发白脱皮。

“面对疫情，作为医院的第一道防
线，感染科的医务人员必须全力排查
病患，严防死守，使这道屏障固若金
汤，才能很好地保障其他医护人员和
所有就诊患者的安全。”孟江涛说。

救治一线非常需要重症医学专
家。听说自治区要组建援助湖北医疗
队，宫梅主动请缨，孟江涛全力支持。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疫
情，形势严峻。作为医务人员这个群
体，正是职责所在，使命担当之时！”孟
江涛说，疫情就是命令，哪里需要去哪
里。

“我坚决支持妻子的选择，我为她
感到自豪！”但宫梅出发的时候，孟江
涛没有去机场送行。他说，自己最见
不得的就是分离！

疫情就是命令，哪里需要去哪里

本报 2月 1日讯 （记者 阿妮
尔）2月 1日，由伊利集团捐赠的第二
批疫情防控物资交付自治区红十字
会。此批物资包括12910双医用胶靴
和8吨医用酒精。

据悉，这是继1月31日伊利向自
治区红十字会捐赠21吨消毒液后提
供的第二批救助物品。自治区红十字
会将把这批物品分发到各地医院。目
前，在口罩、酒精、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

资紧缺的情况下，为了积极支持自治区
抗击疫情，伊利迅速启用全球供应链，
调动全球供应商资源，确保以最快速度
购买到疫情防控物资。同时，伊利积极
制定物流运输方案，确保疫情防控物资
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运达内蒙古。

据介绍，未来一周内，伊利捐赠的
口罩、护目镜、消毒液等其余疫情防控
物资也将陆续运达内蒙古，其中还包括
从韩国、印尼等国外市场采购的物品。

伊利集团捐赠的第二批疫情防控物资
交付自治区红十字会

2月1日，在鄂尔多斯控股集团东泉公司车间里，40多名纺织工人正在忙碌地
加工着防控疫情急需的基础外用型口罩。据悉，目前口罩生产能力每天初步预计
在 5000 到 1 万个左右，生产出的口罩将被送到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消毒。

本报记者 阿妮尔 摄

“转行”生产疫情防控物品

本报呼和浩特2月1日讯 （记者
郑学良）“全村 81 名党员带头全部
第 一 时 间 投 入 到 防 控 疫 情 第 一
线。”2 月 1 日，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恼包村党总支书记李恒彪告诉记
者。

疫情发生后，恼包村党总支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让村民们树立起
战胜疫情的决心和信心。

“我们有 22 名骨干党员争做表
率，进行联防布控，在村内2个主要进

出路口和住宅小区大门前共设4个登
记岗实行24小时值班，对外来人员进
行严格的登记排查、测量体温、车辆消
毒等工作，严防死守。10 名妇女党
员、村民代表利用村内滚动大屏幕、高
音喇叭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李恒
彪介绍。

恼包村有959户、2600人，其中入

住小区的513户、1280人已经全部完
成入户排查工作。

1月 26日，恼包村接到新城区委
抗击疫情工作通知后，当晚村两委及
监委紧急召开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工作专题会议，成立了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村党总支书记
任组长，第一书记任副组长，其他村班

子成员任各小组长。布置了防控工作
重点，对人员调配、物资供应、宣传
引导、信息畅通等做了详细安排。
决定由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
组成 7个战斗小组，每组由 2名三委
成员、1名村民小组长和 3名以上党
员组成。

“村里还筹备了 5000 个口罩和
600 箱消毒液，确保防护物资充足。
有81名党员在，我们一定能带领群众
战胜疫情，重塑美好生活！”李恒彪
说。

恼包村：81名党员齐上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