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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新冠病毒 有“新武器”

检测时间缩短 5小时

本报讯 2 月 13 日， 记者从贵

航三 00医院了解到，为了提高工作

效率， 医院采购了一台全自动核酸

提取仪器，检测时间大幅减少，可缩

短 5小时， 减少了检测过程中被感

染的风险， 同时也提高了检测的质

量和效率。

据悉， 该院作为全省第一批开

展新冠肺炎核酸筛查检测定点机构

之一，2 月 7 日起，便开展了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 在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中， 疑似样本的病毒核酸提取

大多采用人工操作， 这已成为制约

样本检测提速的最大“瓶颈” ，也加

大了一线医务人员病毒感染的潜在

风险。由于样本量大，检验人员每日

工作时长达 10余个小时。

为了满足目前大规模人群、高

通量筛查的紧急需求，减少常规检测

方法的局限性，保障检测人员的人身

安全，院方加急采购了一台全自动核

酸提取仪器，并已于 12 日送到医院

检验科。

目前一线应用的新冠病毒检测

技术 PCR方法可对病毒进行筛查，

适用于对患者样本中是否存在新冠

病毒进行诊断。 常规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 96 个标本需要 6 个小时

左右， 而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可在 1

个小时完成这项工作， 辅助医院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 大大提高了新型冠状病毒

检测效率。

与此同时，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还具有能够实现自动化、 高通量操

作、操作简单、强大拓展性、安全环

保、高纯度、高得率、无污染，且结果

稳定等优点，真正做到一站到位，安

全防控。

该院党委书记李义表示， 目前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较为严峻，随着需要检

测筛查病例增多，全自动核酸提取设备

的安装大大减轻了一线工作人员的劳

动强度，减少了检测过程中被感染的风

险， 同时也提高了检测的质量和效率。

这台仪器对医院防控疫情方面的帮助

犹如雪中送炭。

据了解， 核酸检测可为发热病

人确诊、高危人群排查、疑似病例甄

别、阳性感染者“早发现、早隔离、

早诊断、早治疗” 提供精准判断依

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梅）

本报讯 受强冷空气影响， 今日

傍晚起雨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多种强

对流天气将袭击我省， 气温显著下

降， 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4℃以

下。

据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从今日傍

晚开始到 15日夜间， 一股强冷空气

开始“袭击” 我省，全省自北向南先

后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中东部

地区局地有大雨，中北部地区雨转雨

夹雪或小到中雪，中西部地区有道路

结冰，西部地区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

等强对流天气。

届时， 全省各地气温显著下降，

中部以东以北地区最低气温将下降

8～12℃，局地超过 14℃，大部分地

区最低气温降至 4℃以下，中西部地

势较高地区最低气温降至 0℃以下。

昨日，贵阳市气象台发布主要天

气信息称，14 日夜间开始至 15 日夜

间，受强冷空气影响，全市将出现强

寒潮天气过程，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下

降 10～12℃， 局部地区最低气温降

幅将达 14℃，最低气温将降至 -1℃

左右。

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这样的天气略显雪上加霜，坚守在卡

点防疫一线的“逆行者”以及市民都

要做好保暖防护，防疫卡点及新建的

将军山医院注意防雷、防风。

具体预报为：13 日夜间到 14 日

白天，阴天到多云，气温 11～21℃；

14 日夜间到 15 日白天，阴天有阵雨

或雷雨， 气温 3～17℃；15 日夜间到

16 日白天， 夜间全市小雨转小雨夹

雪，白天阴天间多云，气温 0～6℃；

16 日夜间到 17 日白天，转为多云天

气， 寒潮天气过程结束， 气温 1～

4℃。

贵阳市气象台工程师、副台长倪

雷介绍：“本次强降温天气来得猛，

过得也快，16 日白天有望转为多云

天气，气温明显回升，春天的脚步越

来越近。 ”

（石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今晚起 强对流天气袭击我省

■防疫快讯

连日来， 修文县久长镇部分微

企负责人及个体工商户组成义务巡

逻队，队员们佩戴红袖标，提着大喇

叭，拿着宣传册，走街串巷，口中喊

着疫情防控口号， 手中拿着通俗易

懂的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册， 挨家挨

户地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另外， 为了让久长镇的经营户

陆续复工， 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久长分局负责人朱春贵， 帮助经营

户们排忧解难， 筹集防疫物资和器

材分配给一些大超市， 保障了群众

的生活物资供给。

管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摄

本报讯 记者 2 月 13 日获悉，根

据贵州省应急厅相关要求，贵阳市应

急管理局决定成立应急保障服务队，

在疫情防控期间，协调解决各区市县

应急局和 4 个开发区应急管理工作

机构，在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

灾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各

地企业复工复产检查验收工作。

据悉，贵阳市应急局应急保障服

务队负责指导各行业主管部门、企业、

单位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 加强对全

市各类专业、 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的梳

理、调度，加强应急队伍训练和备勤，

为应急救援提供坚强队伍保障。

同时成立的社会防控服务队，将

负责加强对集中收治定点医院、在建

定点医疗院所、疑似病例集中隔离区

等地的安全监管服务，还将指导各区

（市、县）应急局，依托乡镇、社区成

立社区应急安全服务队（站），积极

参与村、社区疫情防控和安全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罗林）

贵阳市应急局成立应急保障服务队———

疫情期间指导各单位

制定应急预案

图片新闻

本报讯 目前正值全国齐心抗

击疫情的关键时期。 近日，兴业银

行贵阳分行对个人定期存款到期

计息规则进行了调整。

据悉， 对持有兴业银行 2020

年 1月 23日（含） 至 3月 31 日

（含）期间到期的纸质个人存单或

定期一本通存折，且本外币定期储

蓄账户设定为到期不续存的客户，

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不便前往

营业网点办理支取及后续业务，兴

业银行将按照原定期存款利率计

息至 2020年 3月 31日。

同时，兴业银行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均可在线办理银行卡内定

期存款的到期转存业务， 为客户

在疫情期间提供足不出户的线上

服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兴业银行贵阳分行：

个人定期存款到期将自动延期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贵阳

市乌当支行用时 7 个小时， 成功

为防疫物资流通企业成功授信

500 万，24 小时内完成了资金的

发放。

贵州信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医护用品销售企业，也是

余庆县医院及疾控部门采购一次

性口罩、隔离衣、一次性橡胶手套等

医护用品的指定应急企业之一。

邮储银行贵阳市乌当支行牵

头部署，第一时间与企业对接，与

贵阳市分行领导共同为企业制定

“助保贷” 金融服务方案，实现了

当天对接、当天受理、当天审批、次

日放款，在 24小时内满足企业 500

万元的融资需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邮储银行贵阳市乌当支行：

授信 500万 助力防疫物资流通企业

本报讯 近日，贵阳银行推出

一系列硬举措， 全面支持各类企

业复工复产， 全力护航实体经济

健康发展。

截至目前，支持能源供应、交

通物流、城市运行、医用物资和生

活必需品等涉及国计民生行业总

计 4000 余户，授信余额 300 多亿

元。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

售、 住宿餐饮等行业企业及受延

迟复工影响的企业， 合理采取延

期还贷、降低利率、减免逾期利息

等措施。

根据企业受疫情影响的实际

情况，酌情增加贷款额度，缓收或

减免利息。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贵阳银行：

再推“硬举措”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连日来，红星美凯龙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助力家居行

业“战疫”提振经济。

首先是 1+1+1 的行业自救模

式，即：红星美凯龙自营商场免租 1

个月，工厂出台相应的产品政策帮

扶 1个月，经销商自救 1个月。 其

次是 1+N的行业一揽子帮扶计划。

1是免除自营商场商户任意 1个月

租金及管理费， 直接输血商户，解

资金之困；N包括多方面内容。

尤其是 2 月 7 日宣布的 40

亿专项贷款更是为家居行业注入

了一剂强心针。 即红星美凯龙旗

下供应链金融平台分别和中国农

业银行、上海银行合作获得 25 亿

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授信；同

时和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网商银

行展开合作，获得 15 亿资金用于

经销商的流动性资金支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红星美凯龙：

“战疫”组合拳 助力家居行业

本报讯 为抗击疫情，金蝶通

过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捐赠

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资助奋战

在武汉及周边地区防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一线医护人员。

为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共渡

难关， 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降低

疫情期间经营成本， 助力企业快

速恢复经营生产， 金蝶出台相关

针对中小微企业的帮扶政策。

金蝶集团董事会主席兼

CEO徐少春表示， 外部环境是在

变化的，对大家都一样，但对有的

企业家来讲，这就是一个大机遇。

它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 “变” 与

“不变” 。 “变” 就是用创新迎接

挑战，面对不能与员工、客户和商

业伙伴们线下见面的情况， 企业

要创新就需要更多线上交流的场

景。 如：移动办公、视频语音会议、

网上采购、 平台经营和云端管理

与 服 务 等 ， 业 务 咨 询 热 线

4008-830-830。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金蝶：

助力企业 实现远程复工复产

一手抓抗疫 一手抓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