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

A11

要聞

■責任編輯：葉格子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2020年
2020
年 2 月 18
18日
日（星期二）

杭州復工專列 員工企業雙贏
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企業：感謝政府解燃眉急 員工：回「家」的感覺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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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在全國全力抗擊疫情的同時，各
地企業也紛紛準備復工復產。為了既
滿足企業復產的用工需求，又降低返
程運輸的疫情傳播風險，鐵路部門節
後開啟服務企業外地員工返程的復工
人員定制專列。2 月 16 日晚，首趟載
有 近 300 名 貴 州 籍 旅 客 的 免 費 專
列——G4138 次列車順利抵達杭州東
站，這群「特殊的」旅客受到熱烈的
歡迎。

問題的。企業的正常運轉，需要員工到
崗。」位於蕭山的東騰實業有限公司，
這次也有員工坐專列回來。特意趕到杭
州東站來接員工們「回家」的企業負責
人沈總表示，公司一百多號人，一半員
工都是家在外地。2 月 15 日，公司拿到
了復工許可，但只有三分之一的員工到
崗。「心裡真的急死了。」
正在一籌莫展的時候，沈總從相關部
門知道這趟為復工人員定制的返程專
列，就立刻傳達信息跟員工溝通，很快
就確定了 14 名符合條件搭乘專列的員

工。「所有程序都是一路綠燈，嚴格而
迅速。企業高興，員工也高興，一路上
不需要提心吊膽的，平平安安回到杭
州。」沈總表示，接下來就是根據要求
慢慢恢復生產。「真的很感謝政府解決
了我們的燃眉之急。」
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的員工小楊也
是這趟復工專列的乘客之一。「我是 2
月 14 日接到公司通知徵集返程專列的，
填完信息後，今天（2 月 16 日）一早接
到公司提供的車次和站點信息，立馬就
收拾行李去了火車站。」小楊說，家裡
人知道他能搭乘專列回杭州都很放心，
「我們都是刷身份證進站，上車後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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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就座，一排 5 個座位裡一般只有 2
個位置有人，而且大家都佩戴了口
罩。」
當高鐵行經貴州凱里站，華立科技有限
公司員工楊玉和搭上了這趟特殊的「暖心
高鐵」。楊玉和說，這兩天，包括他工作
的製造中心模塊車間在內，華立科技整個
廠區已基本復工。「早點回去復工才踏
實，今年公司訂單量很多，人員回崗率越
快，智能化機器設備和人匹配度就越好，
產量恢復得就會越快。」

提前做好
「健康碼」
審核
據了解，為了杜絕輸入性疫情的發
生，杭州市政府對所有乘車的外地復工
人員提前做好了「健康碼」審核，組織
符合健康要求的復工人員佩戴口罩進站
乘車。在貴陽北站，鐵路部門專門開闢
綠色通道，安排30餘人、12台設備加強
體溫檢測，並設置候車專區分散就坐。
上了列車後，乘務工作人員讓旅客分散
就坐，減少在車廂內走動次數。
江勝蘭是和丈夫一起搭乘專列的，他
們都是杭州東方通信生產線上的員工，
1 月 20 日便早早回到貴州老家。夫妻倆
原本計劃着過了元宵節就回杭州來上
班，沒想到疫情延長了他們的假期。
「心裡急死了，每天都在看新聞，等通
知。」江勝蘭說，「我們一直都在外面
打工，有工作才覺得踏實。」
讓江勝蘭沒想到的是，抵達杭州後，
人們不僅看到了一塊塊由政府和企業主
們舉着的「歡迎回家」的牌子，還收到

移動 CT 投運武漢
一人一消毒插電即用
統，溫度變化不能超過 2 度，短時間是
很難完成施工的。而且大多數醫院發
熱門診很少單獨配置 CT，如疑似新冠
肺炎患者到放射科 CT 檢查很難做到與
其他病人有效隔離。

避免醫患間交叉感染
明峰醫療董事長王瑤法博士說，
「 移 動 CT 含 CT、 屏 蔽 、 獨 立 操 作
間、獨立掃描間、空調，機動性強、
高分辨、低劑量、網絡化、避免交叉
感染、插電即用。我們要做到哪裡有
需要，方舟CT立刻到達那裡。 」
「在武漢使用的綜合解決方案，接
上電源就可以用。安裝過程簡化，我
們在紹興安裝好相關設備，這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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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5噸重，我們把這個特殊CT的所有
裝置安裝在一個 15 平米的六面鉛板的
集裝箱裡，放置到方艙醫院的門口，
在體育館門口就可以直接操作。」王
瑤法博士表示，「我們安裝好一種特
殊的殺毒系統，醫生與病人是不接觸
的，通過智能遠程操作即可。特製的
車身箱體，操作室和掃描間相隔離，
『掃描—消毒—掃描』，一患一消
毒，避免醫患之間的交叉感染。方舟
CT 可以超高分辨率 CT 病灶靶掃描，
能夠顯示病灶內輕度的密度變化，有
利於小病灶的密度定量分析和及時診
斷。進去方艙醫院的病例掃描一次，
三到五天後觀察患者的情況再掃描一
次。每天可以掃描 150 個至 200 個病
患，通過 CT 的排查把不同病例患病程
度劃分開。」

籲業界多合作增產能
按照明峰目前的產能，一天能生產 2
台所需的 CT，同時需有 8 家企業配套
開工。「這款產品及其所載整體解決
方案是明峰醫療自主研發的全新產
品，擁有獨立的、完整的知識產權，
我們已向科技部申請篩查新型冠狀病
毒國家級科技專項。疫情爆發後，我
就向業界發佈聲明，公佈知識產權，
希望業界能多加合作，增加產能，加
緊救援的時間。如果能加快病例的診
斷，也許2個月疫情就可以結束了。」

一份暖心的小禮物——一個裝在信封裡
的口罩。「我們在杭州打工好幾年了，
這裡就像第二個家。火車沿途看到錢塘
江兩岸閃爍的霓虹燈，覺得格外親切。
回家的感覺，真好！」

交通費由杭州政府承擔
值得稱頌的是，負責組織返崗專列的
杭州市經濟和信息化局還發文明確，乘
坐首批專列人員交通費全免，費用由杭
州市政府承擔。所有復工人員抵達杭州
東站後，需先接受體溫測量和身份核
驗。出站後，這些員工被所在企業接
回，走上復工崗位。
上海局集團公司相關人員介紹，採取
有力措施為企業紓困，不僅是穩就業、
保民生、促發展的必要之舉，更是打贏
疫情防控阻擊戰的有力保障。接下來，
鐵路部門將根據企業需求，配合地方政
府開好其他復工人員專列。據悉，第二
列杭州復工人員定制專列於 2 月 17 日從
成都開出。

坐的士司乘均需掃碼
自 17 日零時起，杭州城市公共交通
和市域道路客運恢復正常運營。其中，
地鐵 1、2、4 號線及 5 號線首通段發車
間隔恢復正常；主城區公交線路恢復正
常運營，蕭山區、余杭區、富陽區、臨
安區與主城區公交連接線同步恢復；市
域內縣際道路客運、機場客運班線恢復
正常運營。
此外，杭州還規範了的士的運營辦
法，在進一步推進並確保司乘雙方都憑
「健康綠碼」上車的基礎上，在所有的
士上啟動「防疫二維碼」，要求乘客配
合掃碼、實名認證，做到司乘信息真
實、可追溯。

中國世衛聯合專家組考察京粵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世界衛
生組織新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 17 日赴北京市、
廣東省、四川省開展現場考察。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耿爽當日在網上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國－世
界衛生組織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的
外方專家已陸續抵京，其中包括來自美國的專
家。
據報道，16 日晚，國家衛生健康委在京舉辦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座談會。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
冠肺炎聯合專家考察組和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相
關成員單位代表約80人參會。
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介紹了全國疫情防
控情況，表示防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疫情形勢
出現積極變化。中國將繼續與國際社會一道，共
同應對疫情挑戰，維護全球衛生安全，歡迎聯合

考察組就中國和全球疫情防控提出建議。
科技部、農業農村部、海關總署、林草局、藥
監局、中醫藥局等部門代表分別介紹了主管領域
防控工作。湖北省政府負責同志通過視頻連線介
紹了當地疫情防控情況，省、市衛生健康行政部
門和專業人員參與交流。

讚賞中國防控措施成效
考察組與參會人員就疫情形勢、社區和農村防
控、野生動物管理、藥物和疫苗研發進展等進行
了充分交流，對中國採取的綜合防控措施和取得
的成效給予讚賞，並對中國醫務人員的忘我精神
表示敬佩。
聯合專家考察組 17 日赴北京市、廣東省、四川
省開展現場考察。

央廣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茅建興 杭州報
道）在武漢黃岡市中心醫院一個完全毛
坯的房間裡，醫院施工隊制定方案改造
CT 掃描間，幾個來自浙江的年輕人，
一步步定位、安裝、調試 CT 設備，僅
用了兩天完成項目。這一款移動 CT，
由浙江企業明峰醫療在新年期間攻克技
術後，迅速運往湖北一線投入使用。
4 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和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聯合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
將「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
者」作為湖北省臨床診斷病例標準。
但是造一個CT標準檢查房需要30平米
的房間，四周要用鉛板封閉起來，加
上符合使用條件的空調系統、殺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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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企業掃「健康碼」自行復工

們是實體企業，有生產線上的
「我操作，並不是雲辦公可以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15 日零時至 24 時，杭州首次實現
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零增長。在保證
安全的前提下，杭州重點圍繞企業開復
工審核時間過長、員工到崗率低、員工
上下班交通不便以及生活配套不足等群
眾關注度較高的熱點難點問題，分類、
精準推動涉及經濟社會正常運轉的行業
和部門「動起來」，真正做到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據了解，除了幫助企業開通復工包
車、復工專列等，杭州市疫情防控指揮
部 16 日發佈《關於加快推進企業和建
設工程復工復產通告》。通告要求，企
業按照復工疫情防控工作導則要求，將
復工方案等上報屬地，確保嚴格執行
「健康碼」上崗、每日兩次監測體溫等
制度，可自行復工，不需再備案審核。

「脫鈎」
違全球共識
： 應摒棄偏見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2月16日這一天，中國同時發生
了兩件事：一是世界衛生組織派出的聯合專家組抵
達北京。他們與中國有關部門和專家進行了會晤，
為加強疫情防控共同努力。二是一輛滿載 41 組集
裝箱貨物的中歐班列，從河南鄭州發車開往中亞，
中歐班列（鄭州）正式恢復常態化開行。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國際銳評」欄目指出， 一
進一出，表明中國堅持公開透明的原則，與國際社
會加強疫情防控合作，同時努力恢復正常的經濟和
社會活動。這麼做，不僅是為了保護本國民眾的福
利，也是為了維護更廣泛的全球利益。這也表明，
某些人渴望的所謂「脫鈎」正在成為笑話。
文章指出，目前，全球已有160多個國家和國際

組織負責人向中國表示慰問和支持。數十個國家政
府和人民紛紛給中國提供支援。特別要指出的是，
雖然美方一些政客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但並沒有
妨礙美國各界對中國釋放善意。
比如，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歐倫斯說，「由
於與中國有着如此深厚的經濟聯繫，總部位於美國的
跨國公司有動力捐款支持救災工作。」比爾及梅琳達
．蓋茨基金會日前宣佈將投入1億美元抗擊新冠肺
炎、波音公司捐贈25萬套醫用級呼吸面罩……這些
支持與支援正匯聚成抗擊疫情的強大國際合力。
疫情不分國界。「脫鈎」論違背全球共識。團
結合作，摒棄偏見仇恨，人類勝利的那一天將會
早日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