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2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鄭慧欣

20202020年年22月月55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0年2月5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每

日電訊及中通社報道，隨着疫

情防控工作的全面展開，武漢

不時傳來醫療物資緊缺的聲

音，主要承擔捐贈物資接收與

發放的紅十字會成了輿論焦

點。湖北省紀委監委昨日發佈

消息顯示，該省紅十字會三名

領導成員因在接收分配捐贈款

物工作中不擔當、不作為，目

前已被問責。

鄂紅會漢統計局領導免職
分配抗疫物資失職失責 湖北六公職人員被處分

央視
快評

經調查，湖北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幹
部在疫情防控期間接收和分配捐贈款

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
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
題，依據規定，經湖北省紀委監委研究並
報省委批准，決定免去張欽的省紅十字會
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職務，並給予其黨
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
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黨內嚴重警告、政務
記大過處分；給予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
常務副會長高勤黨內警告處分。省紅十字
會其他責任人員按照幹部管理權限由有關
黨組織依紀依規處理。

各醫院獲配口罩多寡懸殊
湖北省紅十字會官方網站發佈的信息顯
示，除此次被問責的張欽、陳波、高勤
外，該機構的領導成員還有會長趙海山
（同時任湖北省副省長）、二級巡視員鄧

紅。
近期，湖北省紅十字會捐贈物資分配

問題受到媒體和網民的高度關注。有網
友質疑稱，武漢仁愛醫院從湖北省紅十
字會獲得1.8萬個口罩，而處在抗疫一線
的武漢協和醫院僅僅分配到了3,000個口
罩。
對此，此次被免職的湖北省紅十字會

專職副會長張欽早前在接受《中國新聞
周刊》的採訪中解釋說，上述3,000個口
罩屬於定向捐贈，是陝西的一位韓女士
通過該平台要求給協和醫院的。另外，
湖北省紅十字會信息顯示，分配給武漢
仁愛醫院的1.8萬個口罩，是該機構根據
仁愛醫院等單位的緊急求助信息，協調
捐贈方捐贈。
內地媒體報道顯示，從武漢市紅十字會

臨時倉庫領取物資不僅需要介紹信和本人
證件，還要有裡面的工作人員出來對接。

2月1日，一名來自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醫
生帶着介紹信來到此處，經過近一個小時
的詢問、溝通和等待，他最終領到了500
個N95口罩，稱「應該只夠一個科室用一
天」。
在同日下午，央視記者到上述倉庫，在

記者試圖探訪物資分發處時，受到保安阻
攔，交涉過程中直播被切斷。
據武漢市政府黨組成員李強1月31日在

一場新聞發佈會上說，市紅十字會已接收
捐贈超過6億元（人民幣，下同）。

市政府曾因領口罩惹質疑
此外，據《湖北日報》4日報道顯示，
近日，武漢市嚴肅查處了市防疫應急物資
儲備倉庫違規發放口罩問題。經武漢市紀
委監委研究，並報市委批准，決定免去夏
國華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職
務，並給予其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

處分；對武漢市發改委黨組書記、主任及
市統計局黨組書記、局長孟武康，和武漢
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黃志彤予以誡勉談
話。
此前，針對網上披露武漢市政府辦公廳

工作人員駕車在紅十字會倉庫領取防護口
罩一事，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回應說，為保
障和解決機關一線工作人員防護問題，市
政府辦公廳疫情防控工作專班相關人員向
市應急物資儲存倉庫問詢和了解了防護用
品儲備情況。市應急物資儲存倉庫管理人
員告知，相關防護用品已按要求發放給了
全市各醫院、社區，目前倉庫存有少量防
護用品。2020年2月1日下午2時30分，
該工作人員參加市應急物資儲備與管理工
作會議時，找市應急物資儲存倉庫管理人
員領取了口罩等相關防護用品。市應急物
資儲存倉庫管理人員對整批物資統一辦理
過登記、審批等手續。

杭州推防控十措
全市封閉式管理

湖北超350人被問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統計梳理，發現

疫情發生至今，湖北省已經有超過350

名公職人員被免職或者受到警告、記大

過處分，其中黃岡是「重災區」，以下

為部分典型個案。

黃岡市 處分337人免職6人

黃岡市處分黨員幹部337人，對6名防
控不力的幹部予以免職，其中3名正縣
級幹部，3名鄉鎮主要領導。其中備受關
注的是黃岡市衛健委主任唐志紅、市疾
控中心主任陳明星，對收治病人數、床
位數量、檢測能力數等，一問三不知。
黃岡市委研究同意，提名免去唐志紅同
志黃岡市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其
免職按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棗陽市 免職2人

棗陽市熊集鎮黨委書記邢天斌，太平
鎮鎮長齊本忠在疫情防控期間違規組織
聚餐，邢天斌受到黨內警告處分並被免
職，齊本忠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並被免
職，其他參與人員分別受到相應處理。

大冶市
免職1人 警告1人 記大過1人

大冶市大箕鋪鎮黨委副書記陳亮、農
辦主任付玉紅落實防控責任不力，其駐
點村存在聚眾「帶彩娛樂」問題，且在
市紀委反饋問題後仍不整改，陳亮受到
黨內警告處分，付玉紅受到政務記大過處
分，該村支部書記石教國受到撤職處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才瑛 根據中央紀委國家

監委網站、人民網及《湖北日報》等整理

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

隨着春節後返程高峰來臨，社
區防控壓力越來越大。在廣東累
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確診病例中，廣州目前居全省第
二，涉及社區一百多個。香港文
匯報記者昨日走訪多個確診病例
小區發現，防疫工作在封閉管理
的基礎上再次升級。

返穗者須出示車票
廣州天河區華景新城一小區僅

留一個進出口，其他的暫時封
閉。戴口罩的保安為出入居民測
量體溫，而外賣、快遞、送水等
人員不能進入，由住戶戴口罩下
樓自行領取；而小區多個地方都
設口罩專用垃圾桶。華景物業管
理負責人稱，由於小區外地業主
較多，所以門崗還要對春節後返
穗人員進行逐一登記，包括提供
車船票及飛機票等憑證。

為隔離者提供口罩
另一華景新城小區涉及的確診

病例是廣州首例出院的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因為這是
廣州第一例疑似病例，而且是輸
入性病例，所以物業與居委會都
高度戒備。物業管理負責人透
露，在未收到確診消息前，小區
從1月22日起就一直按正常消毒
工作進行，每天還對大堂區域、
大堂門把手、電梯內外按鍵、電
梯內部空間等進行循環消毒。而
對於社區隔離人員，提供應急口
罩、消毒等協助與密切聯繫，盡
量讓小區其他業主安心。

入戶摸查健康情況
至於體育西小區，由於其為開

放式小區，入口較多，區內也設
有不少告示或橫幅提醒居民防護
指引。居民進入小區不僅要測量
體溫，還要填寫相關人員健康服
務登記表。而表格填寫內容除了
姓名、聯繫方式、住址等基本信
息，還具體到來穗航班、是否有
武漢工作或生活經歷、是否食用

接觸野生動物，以及居民的現時
健康狀態包括有無發熱、乾咳等
信息。

體育西社區居委會負責人說，
近期小區已開展入戶摸查，重點
是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排查，
先篩查湖北籍貫的住戶，目前已
全部通過電話確定住址和健康情
況，如排查到有湖北接觸史的住
戶也會早晚兩次打電話確定該住
戶的健康情況。

據廣州市衛健委公佈數據，目
前廣州確診病例所涉及區域涵蓋
了小區樓盤、城中村、街巷、市
政道路、酒店、專業市場等。有
關部門公佈病例情況更及時與詳
細，有助於市民更好地作出判斷
並科學防護，也有利於攜手市民
共同抗擊疫情。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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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
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
議，研究加強疫情防控工作，並發表重要
講話。總書記強調，同時間賽跑、與病魔
較量，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
疫情防控阻擊戰。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
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再次對疫
情防控阻擊戰作了全面部署、全面動員。
在總書記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一場
上下同心、全民行動的人民戰爭已經打
響。
文章強調，疫情防控，人命關天，必須
以嚴實作風狠抓中央決策部署的貫徹落
實。要根據疫情新變化，密切跟蹤，及時

分析，盡快找差距、補短板。在抗疫鬥爭
中，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讓基層
幹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全
面貫徹落實好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部署。

全方位支持 打贏防控阻擊戰
舉網以綱，千目皆張。疫情防控要精準
發力抓重點，只有集中力量把重點地區的
疫情控制住了，才能從根本上盡快扭轉疫
情向全國蔓延局面。一方面，要重點抓好
防治力量的區域統籌，堅決把救治資源和
防護資源集中到抗擊疫情第一線，優先滿
足一線醫護人員和救治病人需要；另一方
面，要採取更加周密精準、更加管用有效

的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疫情防控是
一項全方位的工作，各部門各領域各行業
都要行動起來，共同戰「疫」，為打贏疫
情防控阻擊戰提供支持。我們要重視科研
攻關，強化科技支撐，加強有效藥品和疫
苗研發；要充分做好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
工作，回應關切、公開信息、消除謠言，
為抗擊疫情畫出最大「同心圓」；要密切
監測經濟運行狀況，聚焦疫情對經濟運行
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圍繞做好「六穩」工
作，做好應對各種複雜困難局面的準備，
繼續為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而
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4日凌
晨，浙江杭州市人民政府宣佈實施「防控
疫情 人人有責」十項舉措。全市所有村
莊、小區、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非涉及
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場所一律關閉，除特
殊需要外，倡導每戶家庭每兩天指派一名
家庭成員外出採購生活物資。
衛生健康部門相關負責人說，浙江疫情
防控雖然取得了較大成績，但不能迴避當
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從聚集性
疫情來看，截至2月3日報告數最多的設
區市為杭州市；報告數最多的縣（市、
區）為溫嶺，其次為杭州的余杭區。
因此，杭州市人民政府決定實施「防控
疫情，人人有責」十項措施，希望全體市
民以高度的責任感自覺遵守國家和省、市
出台的疫情防控各項規定。

「紅事」停辦「白事」從簡
規定要求，全市所有村莊、小區、單位
實行封閉式管理；外來人員和車輛一律嚴
控；對出現確診病例的，視情況對小區、
村組、住宅樓單元實行封閉式硬隔離；近

14天有疫情重點地區旅居史的市外返回人
員，拒絕接受測溫等防控措施的將依法追究
責任；非涉及居民生活必需的公共場所一律
關閉；「紅事」停辦，「白事」從簡。

參與聚眾活動嚴肅處理
與此同時，對舉辦或承辦集體聚餐、參

與聚眾活動的單位和個人將嚴肅處理；倡

導每戶家庭每兩天指派1名家庭成員外出
採購生活物資；落實出租房管理主體責
任；黨員幹部等要發揮帶頭作用自覺遵守
規定……
截至3日24時，浙江累計報告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829例，現有重
症病例58例（其中危重15例），累計出
院48例。其中杭州累計確診132例。

本報直擊穗社區防疫

■有小區電梯內還配備一次性按
鍵專用紙。

■有小區居民出入均需測量體溫。

■■武漢紅十字會臨時武漢紅十字會臨時
倉庫內倉庫內，，醫護人員在醫護人員在
查看捐贈物資查看捐贈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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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杭州蕭山暫停全區公
共交通運營。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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