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

宣城经济开发区高度重视企业复工工作，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两手抓、两不误。截至2月
16日，该园区摸排区内企业473家，已全部确定复工联系人。目前已批准复工企业158家，其中规上企业82家。图为日
前，经开区天时新能源和生信铝业两家企业一边做好疫情防控，一边全面复工。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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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集体场所防控100问

（未完待续）

铃、铃、铃
……六点半的
闹钟将我从睡
梦中叫醒，我习
惯性地从枕头
下摸出手机，查
看最新的疫情信息。

简单洗漱后，来到村
委会，今天我要和老曹一
起再次对包保负责的董
树头村民组外出返乡人
员进行摸排登记，确保不
漏一人。老曹是董树头
村的村民组长，这场“战
疫”让我和70岁的他成
为了战友，今天是我们并
肩作战的第二十天。

一晃到了晌午，老曹
要回去给患有乳腺癌的老
伴准备午饭，我准备回村
委会了。“小岑，又在下队
宣传啊”，循声望去是邢顺
全，右腿残疾的他正拄着
拐杖一跛一跛朝我走来，
见状我赶忙迎了上去。“听

说你现在帮我
们代买东西，我
的降压药快要
吃完了，米也没
有多少，能帮我
买点吗？”我连声

应下，用手机拍下降压药
的图片，询问还有什么要
买的都给记下。一走进村
委会，看见一手泡面一手
鼠标的同事，应该又是紧
急任务打断了他的午餐。

这些天，一直困扰着
我的村民如何购买生活
用品问题，终于有了优化
方案，规定每户四天可以
派一人凭出入通行证外
出采购，不便自行外出采
购的将继续由我帮忙采
购物品。下午，我将制作
好的通行证和村民们在
线上购买的口罩挨家挨
户送到，一天的工作随着
夜幕的到来也结束了。

（市委政法委供稿）

“爬格子”的一天
■郎溪县凌笪乡独山村网格员 岑圆

抗击疫情 使命必达
——宣城邮政业积极投身疫情防控

■王璐 本报记者 谭艺莹

●2月18日，全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汪谦慎，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宁及市各有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在宣城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和脱贫攻坚决胜战的政治自觉；要科学
总结研判疫情影响下脱贫攻坚形势，进一步坚
定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突出重点，精
准施策，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
作；强化举措，务实推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全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
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市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
出了具体要求。 （本报记者 徐文宣）

●2月18日，我市召开金融扶持实体经济
发展座谈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谦慎，副
市长孙来福出席会议。会上，市金融监管局汇
报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有关金融扶持政策
落实情况。

汪谦慎对我市金融业积极应对疫情挑战、
及时靠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给予充分肯
定。汪谦慎指出，疫情防控仍是当前的首要任
务和头等大事，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大力支持各类企业
逐步复工复产，坚持两手抓、两促进。要抓落
实，全面落实各项惠企融资政策，全力做好金
融要素保障。要深入园区、企业实地了解困难
诉求，切实优化金融服务。要建立完善快速审
批通道，简化业务流程，合力破解当前中小企
业融资等难题，为企业复工复产和经济平稳运
行提供有力金融保障。（本报记者 徐文宣）

●2月18日，副市长黄敏先后到宣城市骨
科医院、宣城市人民医院和宣城市仁杰医院看
望慰问我市援助湖北医疗队医护工作者家
属。黄敏和医护人员家属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活情况，对他们的支持和付出表示感
谢，并叮嘱相关部门全力做好他们的后勤保障
工作，确保赴湖北医疗队员无后顾之忧，全身
心投入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各位家属对黄敏
的慰问表示感谢，表示要一如既往支持家人的
工作，为赴湖北的家人加油鼓劲，争取早日取
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的胜利。

（本报记者 余庆）

2月18日，在位于宣州区水阳镇
吴村村的宣城市金钱湖水产养殖合
作社外，3500斤优质蟹苗已经全部
打包好，并装车发往江苏淮安，当车
辆在蟹农的眼中渐行渐远时，笑容也
在众人嘴角绽放。

“今天是拿到通行证的第三天，
我们已经发了三车蟹苗，目前，合作
社销售出去的蟹苗有一万三千多斤
了，我还接了30多万斤的订单，后续
也要一一发出去，这下蟹农们也能
安心了。”合作社负责人刘宗发告诉
记者。

原来初春时节，本是蟹苗交易的
“黄金时段”，然而，现在正处于疫情
防控期间，严格的道路管控让蟹农们
十分担心蟹苗的销售。“过去客户会
过来看蟹苗、谈价格、定数量，一般在

正月十五之前所有的蟹苗都能够销
售一空。但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
响，客户不能过来，如果不能在3月
中旬销售完，幼蟹面临脱壳，将产生
大量死亡，蟹农们一年的辛苦付出
就白费了。”刘宗发说道。为此，刘
宗发积极通过村里开证明，并在政
府相关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成功拿到
通行证，而在拿到通行证之后，他便
立刻联系各地客户，通过视频直播
捕捞和打包蟹苗的过程，谈好价格
后便装车发过去。

高家军是向合作社提供蟹苗的
蟹农之一，已经有20多年的蟹苗养
殖经验，目前养殖了20多亩蟹苗。
他说：“我每年过完年就开始忙活养
殖蟹苗，蟹苗对水质的要求高，还要
有水草，我的饲料也喂得好，所以蟹

苗的质量好，一亩有450斤到500斤
的产量，现在我的蟹苗已经销售了
一半。”

而为了确保将蟹农的蟹苗全部
销售出去，刘宗发还联合其他三家有
销售实力的合作社，共同制定了今年
要销售150万斤蟹苗的目标。

据悉，水阳镇亦采取了有效措
施，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在雁翅
大桥卡口和小河口大桥卡口设立了2
处“蟹苗销售服务点”和“蟹苗销售交
接点”，作为幼蟹临时交易地点，每天
有人在卡口进行登记信息，核实销售
需求后放行，养殖户在规定时间内交
易完毕返回，经测量体温、消毒后回
到水阳镇，对于销往山东等远距离的
养殖户，需要签署承诺书，返回后居
家隔离。

水阳镇：蟹苗终于发车了！
■本报记者 戴丹丹

宣州区城管局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宣州讯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根据宣
州区防疫指挥部“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要求，
宣州区城管局全体党员干部纷纷主动请缨，挺身
而出，踏实践行四个一线。

党建引领在一线。自大年初三开始，区城管
局广大党员干部根据区防疫指挥部要求，纷纷要求
放弃休假，上一线阻击疫情输入。该局选派24名
政治素质高、党性强的执法队员分两批次赴文昌、
高桥、古泉三个防控疫情卡口24小时值守，配合区
交通局及当地政府疏导车辆及行人有序通行。

检查指导在一线。局领导班子不分时间段，
奔赴各疫情防控卡口、背街后巷、主次干道、敬亭
山办事处、菜市场、路段及网格，既是指挥员，又
是战斗员，指导防控疫情一线的执法队员做好防
控工作；晚上又奔赴各疫情防控卡点慰问一线执
法队员，给防控疫情一线的执法队员送去浓浓的
人文关怀。

宣传发动在一线。安排8台执法车，及时更
新宣传内容，分片分组，做到定人、定车、定区域宣
传，深入城区98条背街后巷及主次干道不间断播
放，结合实际情况利用移动音箱、口头宣传等形式
深入敬亭山办事处、菜市场、网格及路段开展宣传
工作，做到到边到角，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做好宣
传工作，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疫情防控意识。

环卫保障在一线。区环卫处组织1197名环
卫工人奋战在城区背街后巷、主次干道，确保城
市垃圾日产日清。坚持“日两普扫16小时保洁”
作业模式，主次街道实施道路冲洗；安排5辆消
杀车和10只背式喷雾器，抽调50余人对城区
4800余只垃圾桶、130余辆电动垃圾收集车及城
区公交站台进行2遍消杀作业；抽调专人负责市
人民医院和同翔医院的生活垃圾收运作业，筑牢
一道疫情防控的环境卫生保障网。 （方三平）

郎溪经开区三举措
强化防疫监督

郎溪讯 郎溪经济开发区纪工委严格落实
上级指示精神，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监督，做
到检查督查无禁区、无死角、全方位覆盖，为打赢
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的纪律保障。

强化政治担当，落实网格化监督。纪工委把
督导疫情防控作为当前第一任务，坚持疫情防控
工作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成立
督查组，对开发区疫情防控工作领导组下设的9
个企业网格和6个小区网格及公共场所的疫情
防控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抓住重点环节，强化常态化监督。对园区内
117家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开展
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进
行实地查看、翻看检测体温登记情况、询问消毒措
施、隔离人员管控、宣传力度等防疫措施。共计监
督检查24次。以明察暗访的形式对园区内餐馆、
娱乐场所等商铺关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12次。

督促问题整改，完善制度化措施。对督查发
现的问题，及时在工作群中进行通报。对能即时
整改的当场督促整改，查漏补缺、规范举措，形成
制度。对不能当场整改的将问题汇总后反馈给
各网格长，要求加快整改。同时密切关注舆情动
态，对相关工作人员违规问题进行及时核实处
理。共计发现问题53个，督促整改53个。

（陈学刚 夏培培）

本报讯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市商业协
会带领广大会员积极投身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

利用协会自办网站、
微信公众平台，向广大会
员宣传和倡导传播正能
量，做好自身和员工防
护；主动联系商贸企业了
解配送货存在哪些困难
和需求，及时对接市、区
商务部门，方便会员直接

咨询运送货物所需手续
和要求，协调相关问题，
有效地解决了20多家商
贸企业为满足市场供应
开工复产等方面的问题；
积极组织开展捐助送温
暖活动，自2月10日至12
日三天时间，协会60家会
员企业和个人积极踊跃
捐款捐物4万余元，同时，
积极为会员企业开工复
产创造条件。（张月寿）

市商业协会广大会员
积极投身防疫工作

正月初一临危受命，没有犹
豫和迟疑，中通快递货车司机王
慎才和熊楚英就出发了。“逆行”
10小时，他们将“武汉救援物资绿
色通道”第一单——10万副口罩，
于次日凌晨送抵武汉市东西湖区
管委会。

人民邮政为人民。在这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宣城
邮政人义无反顾，日夜奋战在运
送防疫用品、投递急需物资的疫
情防控一线。在寒风中测体温、
引导群众、社区巡查、入户随访、
派送口罩的身影，成为一道道美
丽且让人心安的风景。

义无反顾彰显担当

为满足群众对防护口罩的需
求，避免线下集中购买引发疫情
传播，自2月1日起，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向广大市民提供口罩线上
供应。庞大的线下配送工作急需
力量承担。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市邮政管理局的精心组
织和安排下，在市快递协会的大
力配合和支持下，宣城邮政人迅
速行动，志愿承担起了防护口罩
的派送工作。

面对困难，市邮政管理局紧
急统筹部署，组织邮政、顺丰、百

世、中通、京东、韵达、圆通、申通
等多家企业共计60余名快递员，
每日派送量达3000单以上。

其中，年近50岁的顺丰速运
快递员蒋亦昌从年三十至今都
没休息，除了寄递快件、配送口
罩，还主动承担了消毒工作场
所、安抚同事心理等工作，“说不
累是假的，但是我会坚持，会顶
在前面。”轻描淡写的背后，是责
任与担当。

敢于担当、不惧危险，深入一
线、使命必达。派送口罩的同时，
全市邮政系统还承担起全市主城
区市民快件包裹、生活必需品和
其他防护物资的配送。值得一提
的是，邮政、顺丰和京东三家企业
不休网，从春节至今一直为市民
提供寄递服务。

据统计，自武汉封城1月23
日至2月6日，全市邮政、顺丰等
快递企业向市民派送急需邮件、
快件和包裹约36万件，向全国以
及武汉地区发送邮件快件等急需
品和物资共计约25万件；2月1
日至7日，向市民派送防护口罩
约2.5万单、12.5万只。

红色党旗高高飘扬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
个党支部就是一座战斗堡垒。

自1月 25日接收到疫情信息及
全面排查任务后，宣城邮政局
迅速行动，积极发挥机关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全体
党员做好值班值守、一线摸排
等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红色党旗高高飘扬
在战“疫”一线。

将疫情防控作为当前头等大
事，该局迅速成立了局防疫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起微信工作群。
党员领导干部带头24小时值班
值守，确保工作任务第一时间下
达、工作信息第一时间上报。

面对防控任务重、时间紧、人
员少的现状，在协调好本机关和
所辖企业值班值守、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该局深入联点共建澄
江社区，依托社区网格划片包干、
责任到人，开展巡查宣传、思想疏
导等工作。在了解到澄江社区工
作人员安全防范保障不足时，立
即协调物资，捐赠了一批N95口
罩给澄江社区，以实际行动支持
和配合社区防疫工作。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对危难
险重工作中体现治理能力的直
接检验，是对守初心、担使命的
现实考验。宣城邮政局负责人
表示，全体党员一定会同舟共
济、群策群力，筑牢疫情防控墙，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