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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康药业复工生产，工人在为疫情防控生产消毒液。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日产消毒液1200斤 助力“疫”线
本报记者 赵强

L 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

2月 12日，记者在辽
源迪康药业有限公司原料
药生产车间看到，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过氧乙酸合成
生产操作，详细记录投料
量、工艺参数、反应时间是
否符合规定；在分装生产
车间，数名工人有的在进
行灌装消毒液，有的在给
消毒液小瓶做澄明度检
查，有的在贴商标，每个环
节都井然有序。这样忙碌
的生产状态他们已经坚持
了16天。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迪康药业为保障消
毒液供给，缓解疫情防控
物资紧缺的状况，该公司
调动企业一切资源，立即
紧急调度员工返岗，主动

调整产能，加班加点，全力
投入消毒液灌装生产工作
中。截至2月12日，该公司
生产的首批价值20余万元
的消毒液10000斤，分别无
偿捐赠至东辽县内各类医
疗单位、乡（镇）卫生院、机
关事业单位和有关社区、
养老院、部分复工企业，以
实际行动支援疫情防控。

“国家需要我们。我
们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
返岗，都想为抗击疫情尽
一份力。”公司生产线车间
主任韩长凯告诉记者，公
司于正月初三开工生产，
现在在岗工作的有近 20
人，8小时一班，保障24小
时不间断生产。

在做好复工复产的同

时，该公司积极抓好疫情
防控措施，严格执行进厂
员工健康复工规定，采取
封闭式管理，每天实行体
温监测、消毒、登记等各项
制度，并每天对办公场所、
厂区进行两次消毒，保障
企业高效、安全生产。同
时，严格按照预案，强化物
资流程，提前储备好口罩
等防疫物资。

该公司总经理、高级
工程师金巨生表示，公司
消毒液生产线复工后，生
产设备将开足马力，满负
荷运转，践行企业的社会
担当。下一步，公司将积
极应对，扩大生产规模，增
加产能，以此满足防疫防
控需求。

L 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本报讯 日前，市委组织
部印发通知，以“疫情防控、
党员先行”为主题，组织开展
主题实践活动，号召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投身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当先锋、
站排头、打头阵，努力做到

“十个带头”、积极争当“十个
模范”。

带头贯彻中央决策，争
当扛紧政治责任的模范。坚
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重
要指示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以对党绝对忠
诚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实际
行动诠释责任担当、彰显先
锋本色。

带头发挥组织优势，争

当做好群众工作的模范。组
建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
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
岗，带领党员干部群众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把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
动搬到防控疫情第一线，让
广大党员在经受重大考验中
锤炼党性、强化宗旨，对党忠
诚、为民奉献。

带头严守纪律要求，争
当保证政令畅通的模范。带
头遵守政治纪律，担负起疫情
防控重大政治责任。带头遵
守组织纪律，坚决做到有令必
行、步调一致。带头遵守工作
纪律，坚守岗位、忠于职守、各
司其职。带头遵守廉洁纪律，
坚决确保所有专项款物全部
用于疫情防控工作。

带头投身防控一线，争

当主动担当作为的模范。带
头参加党员突击队、党员服
务队，带头参与党员责任区、
党员先锋岗创建和医疗诊断
救治、重点人群排查等疫情
防控一线工作，主动到任务
最迫切、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去，做到关键时刻豁得出、顶
得上、战得胜。

带头落实防控措施，争
当开展联防联控的模范。带
头服务和动员人民群众，周
密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预警
等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疑似
病例，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带头远离集会聚会，争
当切断病毒传播的模范。带
头宣传疫情防控科学知识，

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和防范能
力，示范带动家人、亲朋好
友、身边群众减少不必要的
外出活动，没有特殊情况不
串门、不集会、不聚餐，有效
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带头不食野生动物，争
当科学健康饮食的模范。不
乱捕、不滥杀、不食用野生动
物，组织开展“不食野生动
物、树立饮食新观念”科普宣
传活动，倡导饮食和营养新
文化，摒弃不良饮食陋习，树
立文明饮食新风尚。

带头加强个人防护，争
当配合疫情检测的模范。带
头加强个人防护，勤洗手、勤
消毒、勤通风，自觉佩戴口
罩，不去人流密集场所，积极
配合追踪排查，示范带动更
多党员干部群众跟着学、照

着做，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
坚固防线。

带头制止传谣信谣，争
当宣传防控知识的模范。及
时有效普及防控知识，宣传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防控知识手册》，做好出行、
旅行风险提示，做到不造谣、
不信谣、不传谣，对违法违纪
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共
同维护辽源社会大局稳定。

带头参与社会监管，争
当抵制哄抬物价的模范。增
强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多
渠道了解掌握医疗卫生用
品、生活副食品等商品供应
情况，对利用疫情哄抬物价、
囤积居奇、趁火打劫等扰乱
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及
时制止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组轩）

市委组织部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党员先行”主题实践活动

2月12日，国网东辽县供电公司员工对规模项目以上企业周边供电线路巡视检
修。为给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复工企业提供电力保障，连日来，该公司启动保电应急
预案，全面了解客户用电需求，加大对辖区内线路的隐患排查力度，全力保障用电万
无一失。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本报讯 依据《辽源市关
于暂停公交车运营、洗浴场
所、餐饮的通告》的要求，市
市场监管局与公安部门协同
作战，启动联动机制，对在疫
情防控期间餐饮行业违反政
府暂停营业的相关规定要
求继续违规经营行为，通过
明察暗访、夜间巡查、网络监
控等方式进行严厉打击。

2月 10日 19时 10分，在
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对拒不
履行通告要求，利用微信
群、朋友圈擅自营业、对外
加工外卖的餐饮单位进行

集中打击。共强制关停餐
饮单位 3 户，公安机关对其
中 1户不听劝阻继续营业的
餐饮单位负责人赵某进行
治安处罚。同时，市公安局
对该单位其他违法违规行
为立案调查，继续追究其行
政违法责任。

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加
大日查夜巡力度，发现一起
处理一起，对经告诫后不听
劝阻继续营业的餐饮单位，
将从严处罚并移送公安机
关，情节严重的追究其刑事
责任。 （仕轩）

利用微信群、朋友圈营业也不行

L 战令如山

本报讯“市场监管局
吗？这里是12345市长热线，
我们刚接到举报，有市民反
映在市中医院后道有人在售
卖三无酒精。”

接到举报后，市市场监
管局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和
执法人员立即赶往现场了解
情况。

在现场，有人正在销售
75%乙醇消毒剂（酒精）、益牌
84消毒液。经询问调查，被
投诉人温某在未取得营业执
照的情况下，在朋友圈、微信
群里私自售卖辽源巨峰生化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75%乙醇消毒剂（以下简称酒
精）、辽源益尔康消毒制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益牌84消毒液
（以下简称消毒液）。其中，
酒精 2.5L/桶，进价 22元/桶，
销售价 42 元/桶，利润率达
90%；消毒液486ML/瓶，进价
5.625元/瓶，销售价 9元/瓶，
利润率达 60%。经执法人员
联系厂商，确认了产品均为

合格产品。但在疫情防控期
间，当事人无照经营、哄抬物
价、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秩序
的行为，市场监管局将依法
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目前，
该案正在办理过程中。

1个小时，从受理举报、
执法人员到位、固定证据，到
完成现场笔录、进行初步调
查、对举报人进行初步反馈，
市场监管局用行动践行着疫
情防控期间稳民心的宗旨，
用速度捍卫着保市场的使命
担当。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始
终紧盯无证无照经营、不明
码标价、哄抬价格等群众关
心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集
中开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价格违法等专项执
法行动。坚持有诉必应、有
案必查，迅速行动、主动出
击，从严从快从重查处了一批
违法案件，有力维护了疫情防
控期间市场秩序。 （仕轩）

本来没有营业执照
疫情期间却还经营

聚果源果蔬商超为一线防疫工作人员献爱心。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本报讯（记者 付晓
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有这样一群人，他们
舍小家顾大家，冒着严
寒，忘我工作，夜以继日
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线，
守护着全市人民的平
安。为了表达对一线防
疫工作人员的感谢，聚果
源果蔬商超总经理温忠
孝带领员工，将面包、牛

奶、水果等价值 3万余元
的慰问品送到一线防疫
工作人员手中，献上企业
的一片爱心。

温忠孝说：“我虽然
是一个商人，但是我们应
该先做人后做事。作为
中国人，在祖国危难之
时，我们应该站出来做点
事情，以此来感谢为市民
保驾护航奋战在一线的

防疫工作人员。”
病毒无情人有情。

相信在各界人士的共同
努力下，坚定信心，必将
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役。同时，希望更多的爱
心人士自发加入到疫情
阻击战中，以社会大爱和
守望相助的精神，为疫情
防疫助力，携手打赢这场
抗击疫情阻击战。

共抗疫情 爱心慰问暖人心

2月10日，民革辽源市委员会第七支部给西安区东山社区和安康社区送去了口
罩、喷壶和手套。为给新冠肺炎防疫一线助力，该支部16名党员捐献善款2230元，用
于防疫一线。 本报记者 刘鹰 摄

L 同心战“疫”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
情深深牵动着东丰县黄
河镇各行各业人士的
心。2月 11日上午，在镇
政府举行的“疫情防控捐
赠仪式”上，洋明化工有
限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捐赠资金 50000元，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

献力量。
“现在，全镇上下都

在齐心协力抗击疫情，镇
村干部更是坚守在防疫
一线，付出了很多。作为
企业，我们同样有义务承
担防控疫情的职责，奉献
我们的爱心，尽一点微薄
之力。”捐赠现场，洋明化

工总经理杜明表达了抗
疫心声。

黄河镇有关领导向
杜明颁发了捐赠证书，并
表示，一定不辜负大家的
支持与信任，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全心全意为
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筱梖）

爱心捐赠 助力抗“疫”

全市广大复工企业职工和求
职者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国家和省、市加大工作力
度，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全
力支持和组织推动重点项目、
企业复工复产，既为疫情防控
提供更好保障，又切实维护了
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当前，我
市各类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
前提下，复工复产正在有序推
进，需要大量的用工岗位。我
们希望全市广大复工企业职
工和求职者们在做好疫情防
护的同时，积极到全市各类企
业就业求职，找到相对稳定的
合适工作。

一 、坚 定 疫 情 防 控 信
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全市各

类复工复产企业全面贯彻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要求，严格建立了复工
复产审批备案、职工健康核
查、应急物资保障、组织消毒
和安全检查等制度，广大复
工企业职工和求职者可以安
心上岗、放心求职。

二、全身心投入复工生
产。广大复工企业职工要自
觉增强社会责任感，发挥工
人阶级主力军作用，与企业
携手共克时艰。正确处理企
业复工与自身利益的关系，
树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忠诚理念，树立顾
全企业整体利益的诚信理

念，树立爱岗敬业、争为企业
顺利复工复产作贡献的主人
翁理念，与企业同舟共济、共
谋发展，共同做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相关工作。要合
法理性表达诉求，正确运用
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自觉
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要
认真做好自我管理，科学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的自我防
控。

三、积极参加网上求职
招聘。全市就业服务部门全
面开展线上网络招聘服务，
市、县（区）启动了以“众志成
城战疫情、网络招聘促就业”
为主题的公益网络招聘月活

动，以重要民生企业、民营企
业等用工企业和返乡农民
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
重点群体为服务对象，积极
搭建网上供需对接平台，通
过市政府网站、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网站、辽源微
视角公众号等媒体平台发布
岗位供求信息，保障广大求
职者不出家门就能找到就业
岗位。

四、推行精准公共就业
服务保障。为避免疫情期间
现场办公所产生的风险，市就
业局开通了“互联网+电话+
业务办理”渠道。实行求职登
记、用工登记、创业担保贷款

等业务网上办理，欢迎广大企
业职工和求职者积极登录市
人社局、市就业局、市政府门
户网站办理相关业务。

最后，衷心希望广大复
工企业职工尽快实现返岗就
业，广大求职者们都能找到
适合的工作岗位，用自身的
精湛技术和聪明才智创造社
会财富和价值，用实际行动
为辽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我们相信，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
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衷心感谢您为辽源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
诚挚祝愿您和家人幸福安
康、工作顺利！

辽源市就业服务局
2020年2月12日

致全市广大复工企业职工和求职者的一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