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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2月 24日，在锦州市阳
光能源光伏产业园检测点，前来上班
的工作人员每人间隔1米正在排队进
行体温检测登记，佩戴口罩、检测体
温、消毒……每名工作人员都要经过
严格检测才能到达岗位。

连日来，锦州市一手毫不放松抓
好疫情防控，一手有力有序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誓夺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截至目前，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率达
88.9%，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坚
实基础。

今年上半年，锦州市将有北美

化学 10 万吨有机颜料、东旭三宝智
能机器人、丰安实业 180 万吨焦炭技
改扩建及深加工、中信钛业 6万吨钛
白粉等 36 个重点项目陆续开工，为
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尽快开工，保障
企业复工复产，锦州市第一时间成
立督导组，坚持“两手抓、两不误”，
督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尽快有序、
安全复工复产。在贯彻落实省 25 条
措施的基础上，锦州市出台 13 条措
施，落实企业复工复产申报制度，并
向所有复工复产企业派驻监督员，
帮助企业做好防疫工作，准确把握
复工复产的条件。

精准施策优服务，成立复产服务
队。目前，锦州市成立了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复工复产服务队，密集走访，
分类施策，特殊时期做到“特事特办”

“急事急办”，在确保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千方百计做好原料、资金、员工、
物流等的协调服务工作，确保企业不
因生产要素影响复工复产。锦州市
还为复工复产企业开通采购防控物
资绿色通道，确保区域内企业采购防
控物资顺畅。

在重大项目建设方面，锦州市坚
持挖潜扩能，做强支撑，着力实施以

“8+3”产业为主的重大项目突破行

动，重点加强规模以上企业的调度，
促进龙头企业开满工、达满产，全力
解决企业运行过程中的问题。针对
企业资金需求，锦州市一方面加大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一方面加快落
实各项减免、返还政策。对企业急需
的资金要素，实行点对点对接，建立
企业与金融、财税两个微信群，达成
贷款意向31亿元，使资金等生产要素
向重点企业和龙头企业倾斜。针对
企业用工难题，锦州市组织了一系列

“抗疫情、稳就业、促发展”招聘会，帮
助企业在线招工。
祝中炎 本报记者 张继锋 高华庚

锦州全力保障企业有序开复工
截至目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复工率近九成

本报讯 记者高华庚 崔治报
道 国网锦州供电公司提前 24 小时
完成临时电源供应施工、锦州水务集
团连续奋战 16 小时完成铺设供水管
道最后阶段、昼夜施工实现集中救治
中心道路主体提前 24 小时通车……
疫情发生以来，锦州市把省新冠肺炎
集中救治锦州中心项目的建设作为
当前首要任务，全市各部门同心协
力，全力出击，争分夺秒，高效推进项
目建设工作，为按期保质完成项目建
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集中救治锦州中心坚持“双线”
推进，一期改造工程完工后已收治锦
州、朝阳、葫芦岛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25 人，目前为止已治愈出院 18 人。
二期新建工程位于锦州市传染病医
院西侧，包括新建病房楼和配套医技
楼，其中病房楼初步设计为五层，完
工后可再增100张床位。施工单位自
2 月 9 日进场施工以来，相继完成了
场地内建筑物拆除、临时施工设施设
置、基坑开挖、塔吊安装等工程。目
前正在进行病房楼独立柱基础轴线
钢筋绑扎等施工。

为确保防疫安全、环境安全，尽
最大限度地避让村屯人口密集区域，
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锦州中心项目
需新建一条以小凌河滨河路为起点，
穿越紫荆山到锦州市传染病医院全

长约 5 公里的道路，并在一周内通
车。2 月 4 日 7 时，施工人员、施工车
辆全部进场，准时投入战斗。工程最
难的破山凿岩路段，5 辆破碎机经过
昼夜连续不间断施工将路段顺利开
通。工程累计完成路基土石方填筑
约4万立方米，沙砾找平层约7500立
方米，仅用6天就打通了“生命通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网锦
州供电公司以小时为单位，全力以赴
保障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锦州中心建
设项目供电。积极与锦州市传染病医
院沟通联系，确定新增容量为3000千
伏安的用电需求，在充分考虑电网供
电能力、供电半径等因素的前提下，在

主体项目 100 天建设周期的基础上，
进一步压缩供电施工工期，采用临时
电和正式电“双管齐下”的方式，在最
短的时间内满足了项目用电需求，为
项目主体建设争取了宝贵时间。

凌河区委、区政府在受领打通集
中救治锦州中心项目建设进出通道涉
及红线内建筑物拆迁任务后，共派出
相关工作人员180余人、专业工程车6
辆、运输车30余台次，拆除房屋13座，
共计建筑面积2301.5平方米。加之此
前完成的1.2公顷承包地收储以及通
信占道线路迁改等6项工作，彻底打通
了“生命通道”，为顺利完成集中救治锦
州中心建设任务赢得了宝贵时间。

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锦州中心建设争分夺秒抢进度
一期已完工并收治患者，二期完工后可再增100张床位

除了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抗击
疫情一线，锦州市 5500 名网格员也
默默坚守，成为活跃在一线的防疫安
全宣传员、居家隔离服务员、矛盾纠
纷调解员……形成一支流动的“平安
志愿者”队伍。

在北镇市沟帮子街道，100 名网
格员在所负责网格的小区内共张贴
了 6万余张网格员温馨提示宣传单，
上面标明了网格员姓名、联系方式和
微信二维码。在建议广大住户扫描
二维码进入所在网格工作群的基础
上，提醒居民正确认识和对待新冠肺

炎疫情，提高防控意识，少外出、不串
门，戴口罩、勤洗手，不信谣、不传谣，
发现情况及时通知社区。“现在街道
90%以上的居民加入了防疫工作群，
我们每天都会在群里开展线上讲座，
及时传播医学知识，让我们的防疫工
作更有底气。”沟帮子街道党工委书
记杨志新介绍说。

在锦州市太和区，物业小区开启
了“物业公司+网格员+业主”模式。辖
区内各物业公司对小区严格进行封闭
式管理，非小区业主和车辆不得进入，
进入人员一律登记并测量体温，每天

对小区公共场所喷洒消毒液，重点对
电梯、垃圾桶等进行消毒。非物业小
区开启“业主委员会+楼长+志愿者”
模式。在非物业小区的多个自治业主
群，业主委员会、楼长每天会及时发布
疫情防控工作信息和社区通知，动员
小区业主填写排查登记信息，还安排
专人进行电话回访。

据统计，目前全市各卡口 5500
名网格员通过严防死守，共排查登记
72798 人，做到内防输出、外防输入、
严防扩散，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强的
组织保障。

网格员密织社区防控网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大
米、白面、豆油、香皂……2月25日，
一批贴心的生活物资送到了锦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驰援武汉
医疗队队员刘雪丹的家中。像这
样的礼物，锦州市总工会为每一名
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的家庭都准备
了一份。

为消除“逆行天使”的后顾之
忧，锦州市总工会为每名驰援武汉
的医疗队队员订购了一批价值1000
元的生活物资，分4次配送到驰援武

汉医疗队队员家中，帮助其家庭解
决生活物资采买问题。

除了生活物资以外，锦州市总
工会还为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家庭
送去了贴心服务。一支由 80 余名
志愿者组成的服务队随时待命，解
决驰援武汉医疗队队员家里的生
活问题，采买蔬菜、心理疏导、给孩
子送玩具……让他们在前线能够
安心工作。据悉，3月份，锦州市总
工会还将为驰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发
放慰问金。

总工会关爱“逆行天使”家庭

本报讯 连日来，义县一手抓
抗击疫情，一手抓复工复产，在全力
保障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分类分批
推进企业开复工，保障工业、经济平
稳运行。截至2月25日，全县45家
规模以上企业已开复工38家，开复
工率达 84%，其余企业本月底前将
全部开复工。

2 月 25 日，锦州九丰食品有限
公司的员工正在生产线上紧张地工
作。这家企业采取多项举措抗击疫
情，确保工人的健康安全。据工作
人员介绍：“目前，公司统一发放专
用防护用品，实施密闭区域消毒，建

立规范的佩戴口罩制度，采取分流
分时段就餐方式，确保工人安全和
生产正常运行。”

据了解，义县专门成立了抗击疫
情企业工作领导小组和企业（复产复
工）工作组，深入企业督促抗击疫情
工作和复产复工工作。工作组对全
县申请开复工的重点企业进行了逐
一走访，重点对企业的疫情防控宣
传工作、食堂分餐制、公共场所消
杀、体温检测、外来人员排查登记、
职工个人防护、防控物资储备等情
况进行检查，确保企业安全开复工。

李 东 本报记者 崔 治

义县八成规模以上企业复工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连日
来，北镇市积极为开复工企业创新
服务模式，通过微信群与企业保持
密切联系和信息互通，第一时间帮
助企业解决开复工遇到的问题，努
力当好企业的“店小二”。

北镇市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有
序地做好了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对
于企业暂时遇到的用工不足、物流
运输渠道不畅、上下游产业链不通
等问题，北镇市第一时间靠前服务、
最大限度地协调解决，发挥主动性、
创造性，有力保障了企业复工复产。

北镇市向 244 家企业印发《防
控期间企业开复工规范》，制定和发
布企业复工流程图和企业复工验收
标准，监督检查组在深入企业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的同时，现场指导开
复工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此
外，北镇市还印发《复工企业须知》，
其中包括 9 条具体防控措施，要求
企业严格做好返岗职工排查隔离、
办公区域和车间消毒通风、职工实
行分餐制、进厂戴口罩和测体温等
防护措施，确保企业防控措施落实
到位。

靠前服务保障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文继红报道 疫
情防控期间，锦州市凌河区石桥子
街道文昌社区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
徐凤春始终坚守岗位，72岁的他每
天背着 15 公斤重的消杀装备冲锋
在前。凌河区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磨刀石”，实
施网格化管理，利用三张清单实现
三个“第一时间”，全力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让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成
为群众的贴心人和主心骨。

三张清单分别是：网格党支部
任务清单，第一时间把党的旗帜亮

出来。凌河区明确网格党支部在疫
情防控工作中要重点履行组织协
调、排查管控等7项职责任务；网格
员任务清单，第一时间把疫情防控
的声音传下去。凌河区每天下发网
格员任务清单，组织全区 506 名网
格员齐上阵，对网格内居民、商户进
行全覆盖摸排；党员中心户任务清
单，第一时间把党员形象树起来。
组织开展“共产党员先锋工程”活
动，每个网格设立 1 个“党员先锋
岗”，打造“先锋队”，叫响“我是党员
我先上”。

凌河区开出网格化管理3张清单

为应对疫情，锦州市凌河区税
务局推出发票邮寄业务。截至2月
24日，凌河区税务局为纳税人邮寄
50笔共2100组发票。

据了解，春节后纳税人存在大
量申领发票需求，但在疫情防控的
严峻形势下，人群聚集又增加了潜

在的传播风险。为此，凌河区税务
局与邮政部门沟通，加快投送，积
极推动发票邮寄业务，有效降低了
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大厅申领发票
的疫情传播风险。

本报记者 崔 治 文
邓博识 摄

发票寄到纳税人手中

“体温36.3℃，
正常，可以进入社
区”……近日，随着
企业逐步复工，在锦

州市凌河区康宁街道华兴社
区防控点，出入的居民、车辆
渐渐多了起来，但进出社区的
“一问二查三登记”程序一项
也没有少。

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开展以来，锦州市建立了
市、县（区、市）、乡镇（街道）、
村（社区）、网格五级群防群控
工作体系，并将全市机关单位的
1000 余名党员干部下派到
200余个居民小区站岗执勤，
建立起以机关党员干部、社区干
部为“排头兵”的防疫队伍，形成
防控“一盘棋”，加强了社区对重
点区域来锦州人员、本地重点地
区的监管力度，提高了全民防控
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人民战争，有
效筑牢阻击疫情的“防护堤”。

锦州脚步 JIAOBU

筑牢阻击疫情的“防护堤”
——锦州市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准防控

本报记者 高华庚

街道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
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
效的防线。锦州市凌河区康宁街
道华兴社区管辖区域人口较为集
中，待返岗、返工、返学人员达数
万人。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打响以来，华兴社区以党建引
领凝聚抗击疫情最大合力，把党
旗插在疫情防控最高处，社区党
员干部尽数返岗、各就各位，点面
结合、条块协同，将各级、各阶段
防控部署要求最短时间内传导至
每个工作组、每个关键点位，层层
压实责任。

华兴社区的防控模式是锦州
全 力 打 赢 社 区 防 疫 战 的 一 个 缩
影。锦州市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6600 余个基层党组织、5.1万余
名党员干部、3400 余名党员志愿
者，带领广大群众众志成城、并肩
战斗，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加强社区疫情防控，锦州市将全
市各机关单位的 1000 余名党员干
部下派到200余个居民小区站岗执
勤，建立起以机关党员干部、社区
干部为“排头兵”，以楼宇、物业党
组织党员为“主力军”的防疫队伍，
在人员摸排、卡口管控、宣传劝导
等防疫一线循环作战，确保 24 小
时管控不掉线、服务不断档。

党员干部担当
疫情防控“排头兵”

在疫情防控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锦州市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
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托网格化
管理综合平台，以 300 户至 500 户为
标准实施网格化管理，明晰责任边
界，在每个网格上建立起党支部。

刘月就是凌河区一名普通的85后
党员网格员，从防控工作开始，她每天
要对所属网格内7栋居民楼、19个单
元、372户住户、700多常住人口逐一
进行排查，每天要进行电话问询 100
多次，并在第一时间将这些排查信息
实时汇总到市网格化管理综合平台，
以便锦州市对全市人口流动情况进行
实时把控。

“我们在居民小区、菜市场、药店
等公共场所张贴了‘全民防疫 人人参
与’的二维码，市民无论买菜、买药，还
是乘车、上班，都会自觉拿起手机扫一
扫。别看只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市

民不用再排长队等着出门了。”党员
网格员刘月告诉记者，通过市民扫
码，锦州大数据系统能清楚地记录外
出居民每天的行动轨迹，一旦发现新
冠肺炎疑似患者，无论有多少同行
者，只要查询扫码轨迹，就能在第一时

间找到所有人。
通过手机参加全市视频会议、锦州

通APP实现一网通办、群众进出扫码
登记、学校开设“空中课堂”……锦州
正在通过智慧城市建设从容应对疫
情的挑战，守护百姓平安。

精密智控 大数据系统全程追踪

锦铁街道网格员引导市民进行扫码登记。 本文图片由本报记者高华庚摄

社区干部在小区门口张贴防疫相关信息。

本报讯 “没想到在这样的特
殊时期，我厂的小菜出口丝毫没有
受到影响，这多亏了海关工作人员
全程跟踪指导。”2 月 25 日，锦州一
家集团公司负责人张继红办理通关
时对记者说。疫情防控期间，锦州
海关依照指令，全程指导这家企业
在线申报，第一时间对其一批次盐
渍大根取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帮助
该企业复产复工后第一批次产品顺
利通关。

疫情防控期间，锦州海关高度
重视，提前筹划，多措并举。针对辖
区内进出口产品品类，制定专项工

作方案，做好风险评估，对可能发生
的突发情况，做到提前判断，早做准
备。及时统计辖区内已复工企业数
量，微信发放企业工作人员健康调
查问卷，明确员工旅行史，了解员工
身体健康状况。

锦州海关采用微信、电话等方
式，在线指导企业申报，提前介入，
全程跟踪，引导企业充分利用“互联
网+”平台办理业务。对于系统下
达查验指令的货物，保障一线工作
人员防护到位，规范查验流程，做到
与企业工作人员“无接触”式查验。

高 扬 本报记者 崔 治

锦州海关指导企业在线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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