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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复工工作的不断开
展，位于金山公园东侧的金山东街
楼宇企业逐渐复工复产，工作人员
已陆续返岗。为进一步确保疫情防
控的落实落细，润州区和平路街道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以赴
保障辖区楼宇企业复工复产。

金山东街是和平路街道辖区鲸
旅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招商、盘

活及运营的项目之一。为高效指导
鲸旅商管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复工复产，街道引导鲸旅商管
优化公司内部管理，推行“线上+线
下”办公相结合的模式，根据金山东
街业态分布，对已入驻的商家如餐
饮、酒吧、摄影、住宿等按照行业划
分，采取了“一企一策”的办法，制定
了分步、错时、有序复工的路线图。

在疫情防控期间，鲸旅商管公司
积极引导“薄荷镇”咖啡、“花生”咖啡
等餐饮商家开展外卖业务，推荐其采
取预约式订餐、无接触配送等方式，
为复工复产提供餐饮安全保障。

金山东街内一酒吧于2月10日
提交复工申请，鲸旅商管和街道得知
此事后，向其耐心解释宣传市、区关于
娱乐行业复工的相关要求，并表示下

一步将在房租、管理费用等方面酌情
考虑、给予优惠，帮助酒吧渡过难关。

为进一步提高街道范围内楼宇
（综合体）的复工效率，和平路街道
加强部门联动，联合区市场监管局
四分局等部门开展复工验收，检查
指导防疫措施、防疫物资、人员健
康、卫生条件等工作，确保复工楼宇
企业符合规范要求。 邹航 孙晨飞

“谢谢你们，为我们缓解了复工
后的难题。”近日，润州区金山街道
复工复产指导服务队了解到辖区镇
江鼎大祥商贸有限公司和镇江市玖
业贸易有限公司复工后防疫物资储
备不足后，积极向区有关部门协调，
共同为两家企业送来了口罩，企业
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由衷感谢。

连日来，金山街道为了做好企业
复工复产宣传服务工作，成立了“应
急帮办”“政策宣传”“指导服务”3支
队伍，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及时宣传相关政策、帮助企业解
决复工中的困难，确保企业在防控好

疫情的基础上做好复工复产。
金山街道根据经济普查数据

库、税源库，梳理出财政贡献大、纳
税比重高的重点单位，由街道党工
委书记带头、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联
系，对于需及时复工的企业开辟“绿
色通道”，由应急帮办队伍提供贴心
红色帮办服务，确保企业早复工、快
复产。

为了让企业第一时间知晓复工
复产最新政策，街道通过“线上+线
下”做好全天候主动对接，线下派出
信息宣传队深入企业一家一家宣传
相关政策，并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

为企业答疑解惑；线上通过企业微
信群、QQ群、社区统计群、电话等方
式将上级文件和工作要求及时知辖
区企业，让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充分
准备，受到企业一致认可。

制定防控预案、储备防疫物资、
建立员工健康档案、入口设立体温检
测、工作场所消杀……这是每个拟复
工复产企业第一关，街道服务指导队
对辖区内每个企业落实防疫主体责
任都进行了现场指导，严格把好复工
前“基础关”、复工后“巡查关”。

“我们企业申报人员年龄偏大、
不会用微信传文件”，镇江老字号企

业鼎大祥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服
务指导队反映这个问题，街道随即
派专人上门手把手指导填写申报
表，受到企业充分认可。同时，为解
决辖区内企业的缺少防疫物资的共
性问题，街道服务指导队还多方协
调，为多家单位提供温度计等防疫
物资购买渠道，帮助解决企业复工
复产后遇到的实际困难。企业复工
复产以来，金山街道服务指导队本
着“严格+暖心”理念，一方面严格
做好企业防疫工作，另一方面提供
暖心零距离服务，做到防疫发展两
不误。 尤毅 孙晨飞

本报讯 2月29日，江苏惠兴康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设备满
负荷运转，日生产抗菌消毒剂 3万
吨驰援武汉。

科技型中小企业全力支持疫情
防控，谁来支持他们？日前，扬中市
科技局发布《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
一步强化科技便利化服务的通知》，
7条便捷措施“火力全开”精准支持
科技型企业。

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应急科技攻关专项”，对在新
型冠状病毒的精准防控、快速检测、
防护物资等领域能够快速形成应急
有用的防治技术与产品，列入 2020
年扬中市社会发展科技计划项目，
明确支持方向，开通绿色通道，简化
立项程序，3月份该专项将落实到
企业。

记者获悉，目前，惠兴康科技
“一种针对冠状病毒的新型长效抗
菌消毒剂的研发项目”已申报疫情
防护产品科研攻关项目。”扬中市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政策的落脚
点主要是为企业解决现实问题、降
低发展成本，坚定发展信心，同时向
企业传达信息：一时的困难并不可
怕，科技部门将全身心为创新、为企

业的发展提供精准服务，与企业同
舟共济。

除此以外，2020年扬中市科技
成果、重点研发、现代农业等各类科
技专项也将提前一个季度启动，力
争早立项、早拨付、早见效；同时，积
极做好高新技术企业入库等科技政
策奖补资金的对接和争取，力争资
金早兑现、早落实、早惠企。

与企业共度时艰，“硬核措施”不
求面面俱到，但求有的放矢。一方
面，该市加大科技金融支持力度，鼓
励各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
信贷支持，帮助企业化解风险渡过难
关；另一方面，通过减免房租等政策，
降低在孵企业创新创业成本。

推进业务工作便利化服务，进一
步优化科技项目管理是科技局暖企行
动的一部分。目前，科技局各业务科
室正利用互联网手段合理有条不紊地
开展各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科技统
计、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等业务工作。

“小火炬在线”志愿服务队也全
力奋战在防控一线，在落实防控任
务的同时，对科技相关业务实行“一
电受理”、在线答疑、跟踪服务，确保
疫情期间科技服务“不断线”、群众
满意“不打折”。（孙薇 曹霞 心俊）

本报讯 当前，疫情防控初见成
效，在全市上下科学有序开展复工
复产，市总工会推出十条工作措施，
旨在积极协助企业平稳复工、引导
职工与企业同舟共济、多措并举减
轻企业负担，全面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共克时艰。

这十条措施具体包括指导建立
疫情防控方案，协助落实防疫保护
措施，开展职工安全素质提升活动，
引导职工支持企业发展，引导职企
双方协商处理工资待遇，引导企业

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化解劳动关系
不稳定因素，加强工会经费支持，设
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资金，搭
建求职供需平台。

市 总 工 会 还 在 措 施 中 明 确
2020年至2021年，对全市小微企业
工会经费实行全额返还，同时增加
10%预算，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工会
专项补助力度。另外设立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专项资金，全年安排资金
150万元，用于疫情防控保障和慰
问等工作。 （范翊 谭艺婷）

本报讯 作为拥有 1800多家民
营企业、外地人口占比 80%的丹阳
界牌镇，如何发挥纪委监督职能，推
进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镇纪
委的做法是：暗访企业、实地查看、
现场督导、立即整改。

“复工企业防疫物资储备不
足，返工人员进出登记不够规范，
公共区域日消毒制度存在一定漏
洞……”界牌镇疫情防控专项督查

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向镇纪委反
映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清单”。对照

“问题清单”，连日来，界牌镇纪委以
界中、界东、界南、界西、界北5个社
区为单位，成立企业复工复产 3个
监督检查队，深入走访企业，了解企
业遇到的难点，实地查看企业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帮助企业排忧解
难。目前，已对全镇企业复工复产
开展监督检查 89 次，共督查企业

135家，督促整改问题25个。
镇纪委书记程穗，多次深入企业

暗访督导，一周跑了近百家企业。并
组建了督查群，出了20多起督查通
报；镇纪委班子成员分片联系，统筹
全镇疫情防控监督检查，督促各社区
各部门严格属地管理责任，指导企业
严深细实做好疫情防控措施，加强防
护物资供应保障，满足企业员工安全
防护需要；所在社区协调做好人员管

控和村民返工的工作统筹，支持企业
在防疫物资到位、防疫措施到位的前
提下尽快复工。

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变化，疫情
防控监督工作也要随时调整。针对
个别企业信息数据不准确、部分企
业复工后防控措施不到位、企业复
工与卡口检查存在矛盾等问题，督
查组第一时间联系管辖社区并及时
反馈给界牌镇纪委，镇纪委严格做
好监督情况每日一专报、检查问题
每日一反馈、督办事项每日一报
结。截至上月29日，界牌镇已复工
规模以上企业64家，占全镇规模以
上企业总数的97%。

（通讯员 姚尧 记者 佘记其）

本报讯“受疫情影响，今年的
党员冬训，不集中、不开会，试题和
答卷都在各人行动中！”近日，扬中
市西来桥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豫
接受采访时说，今年冬训无法开展
集中行动，镇党委把“课堂”搬到疫
情防控和复产复工一线，让党员在
抗疫中检验冬训成效。

在江苏亿阀股份有限公司金工
车间，李师傅正在向一个年轻人示
范数控机床操作方法。“正月十七我
们厂才开工，比去年晚了十来天，但
是订单比去年多啊，党委号召我们
党员职工多干点，赶紧让厂子恢复

产能！我现在操作数控机床，换班
了去当钳工，轮休还在厂里担任安
全员，十八般武艺都让我练喽，这
不，现在又带了个徒弟，忙得越来越
起劲！”李师傅谈起厂里开工以来，
自己愣是一个人抢干了三四个人的
活，“等恢复正常了，也就好了，这段
时间，我们党员不上，谁上！”

“2 月 10 号，我们企业正式复
工，在手订单就有 1.2亿元，考虑到
外地员工暂时无法投入生产，我们
就从本地招募了20名生产工人，这
批工人上手还需要一段时间，企业
复工进度也受了影响。企业党委立

即行动起来，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
职工主动请缨，一人多岗，还与新进
工人结对传帮带，生产能力迅速恢
复，仅用一周时间我们就交付了广
东茂名、湛江等地共 88 台套总价
262万元阀门订单。”亿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钱存根告诉记者，“我们
的党员职工，在关键时候，真能及时
顶上，太不容易了，企业发展离不开
他们！”

党员奋战复工一线，这也是今年
西来桥镇结合基层党员冬训推出的

“疫”线课堂。截至目前，西来桥镇复
工企业109家，其中规上企业19家。

西来桥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咏梅
介绍，“助力企业迅速复工复产，我们
结合基层党员冬训，积极与各企业党
组织联系，要求把‘课堂’设在车间，
组成‘尖刀兵’‘突击队’‘先锋岗’，让
党员顶上去，目前看来收效显著，企
业与党组织向心力更强了。”

“我是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
人，召必回，战必胜！”这段简短的视
频宣誓，这几天成了三新村党员微
信群里的头号新闻，视频的主人公
是三新村党委副书记朱海兵。他告
诉记者，“大年三十开始，三新村所
有党员干部全部投入抗疫一线。这
几天，村属企业陆续复工，我们组织
党员干部主动对接企业，协调做好
复工准备和通行证办理，这几天办
理了 100 多张企业车辆通行证！”

（周瑜 孙薇 心俊）

本报讯 位于句容边城镇的南
瓷绝缘子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
铁、地铁上使用的绝缘子，眼下，生
产车间里一片轰鸣，一支支高铁、地
铁使用的绝缘子在生产线上打磨、
上釉、烤制、成型。公司启用了自动
化设备，正开足马力生产。

在榨泥车间，泥浆正在经过全
自动榨泥机进行沥干，职工高志正

在机器间来回穿梭，检查机器运转
情况。他向记者介绍，这台机器实
现了绝缘子从去杂质、沥干到榨泥
过程的自动化，而且用工量大幅降
低。原来仅榨泥这道工序最少需要
21个工人，现在只需要5个工人，每
天制作泥桩的数量还一根不少，质
量也大幅提高。

据介绍，在当前招工难的背景

下，企业启用了一批榨泥机、上釉机
等自动、半自动化生产设备，从根本
上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不过由于
企业高层人员大多来自外地，目前
正在企业宿舍里进行居家隔离。

公司副总裁张志刚告诉记者，目
前企业复工的一线工人是当地的工
人，已经有90%以上的人正常工作，
产能发挥了50%至60%左右。疫情

期间，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
量，企业产能受到影响，每天生产400
根左右的绝缘子。而企业目前在手
订单有7000多万元，大多是年后需
要交货的，尤其是需求最急的台湾高
铁需要的绝缘子产品，原本3月份就
要交货。目前加快速度生产这批产
品的同时，也积极沟通，得到台湾供
货商的谅解，延长了供货期。

在抓紧生产的同时，企业还精
心制定了疫情防控方案，严格落实
测温机制，多措并举、联防联控，把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到位。

（王欣 方恒 庆海）

本报讯 日前，句容抽水蓄能电
站工程全面复工。“现在开工的是地
下厂房开挖工程。”江苏句容抽水蓄
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蒋海云
说。

“因受疫情防控影响，工程推迟
到18日才复工。”蒋海云说，现参与
施工的是在句留场的 194名工人。

“疫情发生后，早在 1月 21日，我们
就劝留了194名外地员工在工地上
过春节，采取封闭管理方式，减少人
员流动。”

“过年就没回去，现在工作生活
很平稳，作业实行2小时轮班制。”多
臂钻操作工人李延江说，公司每天都
对作业场所进行消毒通风，对作业人
员进行体温检测。在地下厂房开挖
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锚固剂的绑
扎，排风竖井下平洞，3台多臂钻机分

别进行导洞、挂网、焊接施工。
“从 21日开始，第一批次返岗

员工 90 余人将通过拼车、包车方
式，点对点陆续到达工地，来了先隔
离14天，达到健康标准后再进场施
工。”公司副总经理高峰说，120间
隔离房已准备就绪，员工来了就可
拎包入住。在搭建的隔离区，记者
看到：隔离间内，棉被、牙刷牙膏、毛
巾、热水壶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消
毒用品、防护物资摆放整齐。

句容抽水蓄能电站于2018年4
月主体土建工程正式开工，总工期
94个月，计划于2026年全部投产发
电，建成后将为江苏电网提供清洁
能源，发挥调峰、填谷、调频、调相及
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截至 2019
年底已累计完成投资达23.6亿元。

（慧君 方恒 庆海）

润州“青春防护线”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润
州团区委各支青年突击队奋战在
抗疫一线，详细了解各企业的复
工时间，耐心倾听企业在复工复
产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需求，
及时为他们送上消毒液、洗手液、
手套等防控物资，为企业防控疫
情、有序复工生产筑起一道青春
防护线。 金恺 文雯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新区安排专人积极与种植大户

对接，在疫情发生前就全面调查了
解了种植大户春耕生产需求，组织
各农资经销网点储备春耕生产所需
农用物资，全区备货量肥料506吨，
麦田除草剂 3 万亩，水稻种子 287
吨，玉米种子6吨。

目前，全区10家农业龙头企业
也全部复产，全区无人植保机、自走
式植保机、撒肥机等90余台农机检
修工作完成，完全满足全区正常春
季田管工作。为确保春耕生产物资
供应充足，新区开通农业生产资料
运输“绿色通道”，帮助企业解决产
品运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农产品和农产生产保障
物资正常流通。同时备足春耕资
金，目前累计为农业龙头企业争取
信贷3000万元。

紧紧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总体目标，着眼未来，新区
正积极组织施工单位和建设主体做
好2019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复
工前各项准备工作，落实疫情防控方
案和应急处置预案。目前各施工单
位复工各项工作已基本准备到位，将
于近期开工，陈雪芬这几天都在丁
岗、姚桥的地块上跑，“今年的高标准
农田升级建设正按计划进行，今年水
稻种植前将全部升级完毕。”

李艳萍 王春昕 董邦宁 李明明

新区：春耕备耕高效农业棋先一着

工信部门服务提速缩短“冻结期”

应急帮办 政策宣传 指导服务

金山街道助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制定分步、错时、有序复工路线图

和平路街道保障楼宇企业复工复产

界牌镇精准护航企业有序复工
全镇规模以上企业复工总数达97%

西来桥以复工贡献检测冬训成效

南瓷绝缘子：启用自动化设备开足马力生产

为科技企业抗疫情渡难关提供便利化服务

扬中“科技七条”开出“精准药方”

市总工会出台十条措施助力复工复产

江苏句容抽水蓄能电站有序复工

（上接1版）向人民银行重点推荐
19 家有融资需求的重点企业，同
时开辟融资绿色审批通道，使企业
享受快捷审放款流程和专属优惠
利率，帮助资金困难的企业争取低
成本融资；联合金融机构紧急提供
足额融资额度，为防疫物资生产企
业提供一对一定制化综合服务。

“两手抓”“两手硬”，工信部
门还会同纪委监委、卫生健康、市
场监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
门，奔赴战“疫”一线，全方位检查
摸排，督促指导各地落实疫情防

控监管责任、企业履行主体责任，
帮助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建立全环节、全流程疫情防控
台账，当好防疫物资生产企业的

“监督人”，为企业复工达产确立
“安全线”。

目前，复工企业已经构建起从
企业管理层到车间班组、一线员工
的全员防控责任体系，并且形成了

“疫情防控促进企业有序复工达
产，企业有序复工达产积极保障疫
情防控”的互动循环。

（成向阳 方旖旎 朱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