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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一家人的

“抗疫” 故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消息，2 月

12 日 0 至 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

病例 15152 例 （含湖北临床诊断病例

13332 例），重症病例减少 174 例，新增

死亡病例 254 例（湖北 242 例，河南 2

例，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山

东、广东、广西、海南、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各 1例），新增疑似病例 2807例。

疫情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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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只口罩入筑记

� � � �疫情之下，一“罩” 难求。

为竭尽全力保证物资供给，贵

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

保障组千方百计加大疫情防

控医疗和防护物资的采购筹

集力度。

期间，物资保障组找到休

假远在河南新乡尚未能返回

贵阳的一名干部，委托他在当

地寻找渠道， 采购了 10 万只

口罩。 随后，物资保障组克服

疫情之下运输困难、快递受阻

等种种难题，争分夺秒，对接、

洽谈、采购、运输，前后仅 3 天

时间， 成功将 10 万只口罩运

抵贵阳。

据了解，由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口罩等

疫情防控医疗和防护物资较为紧缺。 为

缓解这一现状，贵阳市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物资保障组寻找各种渠道，千方百计采

购口罩等紧缺物资。

在此期间，物资保障组得知，河南

新乡是全国口罩重要的生产基地，而贵

阳市云岩区工信局干部赵光冉老家在

河南。 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他休假在

老家尚未能返回贵阳。

能否委托他对接采购口罩？ 获知这

个线索，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迅速开展

工作。 一方面，赵光冉是河南当地人，对

当地熟悉，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采购

口罩需要现场查看验货，赵光冉可以就

地完成这些工作，省时省力。

物资保障组工作人员随即电话联

系了赵光冉，向他说明了情况。“作为一

名党员，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赵

光冉接到任务，立即开始行动。

2月 11日， 赵光冉通过多方努力，

成功找到销售渠道，联系到了相关口罩

生产企业。 经多方对接洽谈，他最终和

一家口罩生产厂家达成了采购意向。

消息传来，物资保障组的工作人员

兴奋不已。

高兴之余， 又一个难题出现在眼

前。 因为口罩等疫情防控和防护物资目

前只能由政府采购收储，个人不能私自

交易。 因此，虽然赵光冉已经和口罩生

产企业达成了采购协议，但需要贵阳市

人民政府出具委托书，才能最终完成采

购。 同时，疫情当前，运输困难，快递业

也受阻，通过快递把委托书邮寄到河南

多有不便，而且也浪费掉更多时间。

如何才能尽快将政府委托函交到

赵光冉手中完成采购口罩呢？ 物资保障

组果断采取措施，找到了多彩贵州航空

机组人员和贵阳客运站工作人员，请他

们以“人肉带货” 的方式，辗转将委托

书带到河南。

这种方式不仅解决了快递难题，还

大大节省了时间。 2 月 13 日，政府公函

通过机组人员和高铁乘务人员的接力，

成功交到了赵光冉手中。

2月 13日当天， 拿到委托书后，赵

光冉迅速与企业对接， 完成了采购事

宜。 疫情当前，一刻也容不得耽搁。 当

日， 采购到的 10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便

上了高铁，一路运回贵阳。

2月 13 日上午 11 点 30 分许，运载

着 10 万只医用外科口罩的高铁抵达贵

阳北站。 负责转运的工作人员早早地来

到现场，检查、验收。 随后立即将 16 箱

医用外科口罩装上车，运往贵阳市政府

物资贮备仓库。

据了解，这批口罩将主要用于战疫

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三天时间

完成 10 万只口罩的采购，十分不容易，

这次采购行动也给我们极大的信心。 ”

物资保障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

他们还将通过外贸途径，以及利用国内

各大企业复工复产等机会，竭尽全力采

购口罩等医疗和防护物资，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做好保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鹏

全国新增

确诊病例1515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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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3 日 0 至 14 时， 全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无新增确诊病例。 新增治愈

出院病例 7 例，其中：贵阳市 1 例、六盘

水市 2例、毕节市 2例、黔南州 2例。

截至 2月 13日 14时， 全省累计报

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135 例。 其

中，49 例有武汉旅居史，14 例有武汉外

湖北其他地区旅居史，13 例有湖北以外

地区旅居史；治愈出院 27 例，病情平稳

93例， 重症 9例， 危重症 5例， 死亡 1

例；男性 67 例，女性 68 例；年龄最大 87

岁，最小 1 个月（确诊时间）；贵阳市 33

例（4 例已治愈），遵义市 25 例（1 例已

治愈），六盘水市 10 例（3 例已治愈），

安顺市 4 例， 毕节市 22 例 （4 例已治

愈），铜仁市 10 例（5 例已治愈），黔东

南州 10 例（2 例已治愈），黔南州 17 例

（5 例已治愈），黔西南州 4 例（3 例已

治愈）。 现有疑似病例 55例。

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 2024 人，已

解除医学观察 1242 人， 尚在接受医学

观察 707人。

2 月 12 日 12 至 24 时，全省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新增确诊病例 2 例，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 2 例。 其中：新增确诊病例

中，贵阳市 2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中，

黔西南州 2例。

新增 2例患者信息

患者 1：林某志，男，35 岁，现居于

贵阳市南明区解放路 356号， 武汉市某

高校在读博士，1 月 23 日从武汉乘高铁

返回贵阳，1 月 24 日至 25 日自行在家

隔离，1 月 26 日当晚与奶奶乘网约车前

往花果园凯宾皇冠宾馆住宿，1 月 27 日

至 28 日患者因腹泻两次到花果园第一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因有武汉旅居

史被转送至指定酒店进行隔离，2 月 12

日被诊断为确诊病例，目前在贵州省将

军山医院隔离治疗，病情平稳。

患者 2：朱某秀，女，63 岁，现居于

贵阳市南明区太慈社区兆基新王府，系

2 月 3 日确诊病例朱某红、 朱某兰的姐

妹，过年期间多次参与家庭聚会，因系

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2 月 2 日起在

指定酒店隔离观察，2 月 7 日出现发热、

咽痛、 咳嗽等症状，2 月 12 日被诊断为

确诊病例，目前在贵州省人民医院隔离

治疗，病情平稳。 张梅

13日0至14时

我省无新增

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