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做好节后复工复产及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2月9日，
西安区政府召开复工复产部署会议，成立专
班，派出由西安区委宣传部、西安区工信局、西
安区应急管理局、西安区卫健局、西安区发改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安分局组成的复工指导
组，深入辖区企业，检查指导企业复工生产及
疫情防控情况，全面科学部署企业安全有序复
工复产，确保战“疫”、生产两不误。

指导组严格落实企业复工防控责任，要求
复工企业必须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负责系
统、科学地开展本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对未
制定防控预案和复工方案、未经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审核同意的企业，一律不得擅自复工生
产，违者依法追究责任。

每到一户企业，指导组监督指导企业做
好生产日常防控工作，督促企业制定防控措
施和复工方案，对企业复工生产人员进行摸

排、隔离，实行全天候员工体温检测等。监
督指导企业做好员工就餐及食堂管理，督促
企业严格按照有关操作流程加强食堂通风
和预防性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推行错时取
餐、分散送餐、用餐等方式减少人员聚集。
监督指导企业做好工作生产环节的公共卫
生消杀。严格执行卫生防疫制度，落实专门
疫情防控管控人员、设立企业测温点和隔离
场所，配备防护口罩、消毒液、红外测温仪等
防控用品。加强对企业生产安全的监管，对
企业进行安全生产全面检查及日常防疫消
杀工作及酒精安全使用。做好企业复工复
产政策支持工作。将上级各扶持疫情期间
政策对应落实到位。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
控的宣传工作。向企业推广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通知公告等必要宣传内容，宣传报道
企业返程复工防疫工作中好的经验做法，并
做好经验推广。

龙山区：

统筹防控与发展 就业生产齐发力

西安区：

全力助企开复工 战“疫”生产两不误
疫情当前，复工在即。为了全力以赴做好

复工复产工作，龙山区召开专题会议，各部门、
各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及省、市相关要求，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做到“一企一策、一车间一方
案、一人一卡”，对疫情防控不到位的企业一律
不得复产复工。截至 2月 11日，龙山区 14户
规上工业企业开复工8户，开复工率57%。

为了辖区企业能顺利复工复产，2月 10
日，龙山区人社局到工农乡开展“送政策、送
服务、送岗位”活动。活动中，龙山区人社局
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辖区内 375家乡（镇）企业
的用工需求，积极为企业复产复工提供就业
招聘服务。目前，工农乡已有数家企业提出
复工生产请求，并上报到工农乡政府和龙山
区工信局。为帮助企业复产复工，减少疫情
损失，龙山区人社局通过工农乡微信群等平
台向企业征得用工需求后，有针对性地发布
就业岗位信息、积极搭建网上招聘平台。年

初以来，为避免疫情防控期间人员聚集，龙山
区人社局暂停了“2020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
助月”活动，将线下招聘转为线上招聘的形
式，集中开展互联网招聘。将招聘信息通过
龙山区政府网、微信、QQ等方式发布，依托乡
（镇）基层站所、社区和村镇工作人员将信息
在微平台上发布并张贴到公告栏内，提高社
会知晓率，扩大信息覆盖面，确保宣传不留死
角，着力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
不停歇”的线上春风行动。同时，还举办了首
届辽源市龙山区就业局网络招聘会，通过微
信平台发布 35家招聘单位的 150个岗位共
1409人的招聘信息，并设立辽源市龙山区就
业局招聘信息群，及时推送各企业的用工信
息，做好线上线下招聘活动的有效对接，并为
国家应急救灾物资生产储备基地广而洁消毒
剂有限公司提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助力疫
情防控的同时做好就业市场服务工作。

那边保就业，这边忙生产。2月 13日，吉
林省华纺静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无纺布和纤
维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30多名工人紧张忙
碌，机器满负荷运转……这里已正式复工。总
经理邢天宝说：“我们公司主要为生产口罩企
业做配套产品，所以1月28日正月初四开始，
我们的部分工人就已经陆续上岗。目前，有两
个主要车间两条生产线全速运转，24小时全
天候生产（员工实行三班倒），为河南省和吉林
省内一些地区提供材料，每天生产静电无纺布
1000公斤、静电纤维 10000公斤。”此外，公司
其他岗位员工也已正式复工，全面上岗。

辽源市欧蒂爱袜业有限责任公司缝头车
间内 30余名工人戴着口罩娴熟地操作着，这
里也早已全面复工。总经理史纪元说，自复
工以来，企业严格落实复工防疫相关要求，工
人每天测量体温，车间消毒和佩戴口罩，确保
防疫、生产工作有序开展。

目前，东辽县 20家规模以上企业已
经开工 13户（金翼蛋品有限公司、厚德食
品有限公司、农乐饲料有限公司、金展食
品有限公司、格致汽车有限公司、吉诺树
脂有限公司、元隆达工装设备、元隆达模
具、正轩车架有限公司、元隆达冲压件、方
大锻造有限公司、汽车改装有限公司、鑫
辉药业有限公司），开工规上企业，据统计
外籍工作人员144名，截至2月13日11名
外籍人员返岗，余下企业 2月末全部开复
工。规下企业 5户复工。金翼集团四户
企业（金翼蛋品有限公司、厚德食品有限
公司、农乐饲料有限公司、金展食品有限
公司）于 1月 27日复工生产，该企业采取
了错时、弹性的方式开展工作，最大程度
上减少了人员聚集、集中。同时，该企业
制定并实施了《厚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应
对新型冠状病毒工作方案》。格致汽车有
限公司模具业务50%以上为出口业务，为
印度大众汽车主机厂直接配套。同时，为
美国宝马项目工厂生产总成 8 个零部
件。目前，交货期极度紧张，如不按期交
货，企业将承担高额罚金，目前，小规模生

产。吉林吉诺因订单因素小规模生产。
元隆达集团四户（元隆达工装设备、元

隆达模具、正轩车架有限公司、元隆达冲压
件）、方大锻造有限公司、汽车改装有限公
司、鑫辉药业有限公司在 10日开工生产。
渭津金刚水泥计划3月1日开工，飞跃工模
具（原计划10日开工，企业决定延迟）、巨源
电线电缆、云山木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视疫情
情况开工时间未定。规下企业迪康药业过
氧乙酸生产线开工、辽源市小缸酸菜食品加
工有限公司、吉林省农投集团生态食品有限
公司（省农投集团外籍3人，省农投公司3人
已经到企业，目前正在该企业隔离），大元机
械已经开工，吉林省福尔泰药业有限公司
（市里）10日开工。另外，东辽县规下企业东
岳机械、华龙起重塔吊企业因与用户已签订
销售合同需要近日组织开工。

根据《辽源市关于确保企业复工和做
好节后错峰返程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辽防办发[2020]11号）文件精神，东辽县
工业企业复工生产实施报备制，规上企业
复工生产直接报县疫情防疫领导小组并
报送东辽县工信局，规下企业复工生产首

先报备当地乡镇（开发区），由企业所属地
报备县疫情领导小组并报送东辽县工信
局。县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东辽县开
复工企业新冠肺炎预防控制指导意见》开
展工作，及时对复工企业进行业务指导。

此外，东辽县工信局已为全县企业协
调购买口罩 2300只。其中，方大锻造有
限公司 1300只、飞跃工模具 500只、广善
碳纤维公司 500只。同时，联系县里各企
业向迪康药业购买消毒液。保障交通运
输网络通行顺畅，要求凡是域内企业生产
资料、产品运输企业，一经核实，全域放
行。交通局、工信局开始通行证发放工
作，已经为厚德食品、吉诺树脂等企业发
放县内及省际通行证。为做好企业资金
申请及金融扶持工作，东辽县工信局也已
为汽车改装有限公司、迪康药业上报了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国家贴息贷款，东辽
县工信联合东辽县发改委申报了负压救
护车技术改造项目资金申请，以帮助企业
解决复工所需流动资金缺口问题。

对于做好防疫安全生产工作，县内明确
属地管理、法人负责和“谁用工、谁管理、谁

负责”的原则，县内的重点企业由工信局负
总责，各乡镇（开发区）对本地企业疫情防控
负总责，对开工企业实施包保制度，每个开
工企业派驻一名工作人员协助企业开展复
工生产。其中，开发区企业由开发区工作人
员派驻，乡（镇）企业由各乡（镇）派驻。各企
业对本企业疫情防控负主体责任。在保障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加强疫情和安全形势研
判，强化岗位责任制，要加强环境卫生管理，
配备防护口罩、消杀用品等相关疫情防控用
品。指定专人全时全方位开展消杀，特别是
卫生间、走廊和食堂等公共区域，公用和相
互接触的物品等重点部位，一定要重点消
杀。要加强职工食堂卫生管理，加强餐厅通
风和预防性消毒，推行分餐制、盒饭制，尽量
避免员工集体用餐，可采取分时段进餐、送
餐到各部门等方式减少人员聚集。结合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确保有序安全开复工。

因疫情情况不定，各开工企业生产资
料的运输、外地员工的到岗情况等不确定
因素依然很多，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东辽
县将积极调动全县各部门保证企业正常
恢复生产。

东辽县：

全县各部稳生产 力助企业度难关

东丰县在坚持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
上，加大力度统筹推进项目建设，合理安
排项目有序复工，确保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开展，力争防疫和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力促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今年，东丰县拟实施 500 万元以上
项目 80个，总投资 95.94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 47.51亿元。其中，新建项目 55个，
总投资 39.98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0.35
亿元。续建项目 25 个，总投资 55.96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17.16 亿元；拟实施
5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34 个，总投资
86.9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9.63 亿元。
其中，新建项目 17 个，总投资 32.21 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 23.17亿元。续建项目
18个，总投资 54.7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6.46亿元。
纳入省“三早”项目 11个。其中，新

建项目 5个，续建项目 6个，项目总投资
21.5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9.42亿元。同
时，按照梯次储备、滚动实施的原则，在80
个重点项目基础上，又谋划了76个500万
元以上项目，计划总投资216.02亿元。

按照省、市关于全力做好“六稳”工
作、持续推进“五项攻坚”的工作要求，按
照全省“三抓”“三早”要求，在项目超前谋
划、精心安排的基础上，该县“一手抓防
疫、一手抓发展”，集中精力、主动靠前、逐
项梳理、跟踪服务，加快推进新开工项目
的前期工作，逐步解决复工项目存在困
难，确保项目完成序时进度。

首先，持续深化四大班子“分线包保

责任制”，即东丰县委、县政府领导主要包
保农业、工业和建筑业重点项目；人大、政
协领导主要包保梅花鹿特色产业和文化
旅游第三产业重点项目。定目标、定责
任、定节点，全力扫除建设障碍，为重点项
目保前期、保开工、保入统、保建设、保投
产、保达效，全流程、无死角服务。

其次，充分发挥“项目中心”推动作
用，全程参与重点项目运作，对 5000万元
以上项目制定“鱼刺图”和时间节点图，破
解瓶颈难题，实现前期提速、审批提效、保
障提质；积极推进联合踏勘等审批模式，
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减少审批环节，优
化审批流程，为项目早开工、早见效奠定
坚实基础。要多措并举，全力争取建设资
金。加大政策衔接力度，紧盯投向，把握

重点包装整合一批有影响力、带动力，成
熟度高的大项目、好项目，超前运作，加快
推进项目前期手续，做到成熟一个申报一
个，提高专项债申报成功率；组织银企对
接活动，为银行和企业牵线搭桥，破解项
目建设资金瓶颈。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
目进度。非常时期，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项目建设”，力争重点项目按照
预订的时间节点有力有序推进。切实加
强项目库动态管理，对重点项目逐个分
析，细化目标责任，对问题逐项解决，对障
碍逐个化解。在疫情形势逐渐趋缓时，全
速赶工期、抢进度，确保项目依序保质推
进，目前，鑫达 300万吨钢配套 120万 t/a
炼焦项目、16平方米竖炉建设项目正在开
足马力，紧张施工。

东丰县：

抢抓项目不松懈 防疫发展两兼顾

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褚天娇 任乐天/ 校对：唐海鹰/ 制作：关明闯 版3专 刊
辽源战“疫”系列之开复工篇

丝毫不松抓防控 时不我待抓发展
——我市各县（区）、部门防控发展“两手抓”，奋力夺取“双胜利”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进入了“防疫+复工”的关键阶段。记者从各县（区）了解到，为持续紧抓疫情防控工作、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我市多措并举，强化
协调保障，精准施策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道考验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主观题、必答题。虽然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但连日来我市各县（区）、各部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吹响复工复产的号角，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企
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从防控措施到位，到帮助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满足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及时复工，有序推进辖区企业错峰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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