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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月13日上午，市
委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市疫情防控应急综合指
挥部指挥长黄晓武深入濉溪县
园区，走企业、进车间、看项目，
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市委
常委、秘书长李加玉参加调研。

安徽巨成精细化工的产品
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出口到美
国、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市场需求量巨大。春节期间，企
业一直积极进行生产，产销两
旺。黄晓武详细了解企业的疫
情防控措施和生产经营情况，并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坚持防疫安
全和生产安全两手抓、两不误，
开足马力扩大生产，推动经营发
展再上新台阶。

“口罩、测温仪、防疫用品
是否备足？”“即将返岗员工是
否全面进行排查？”在广博机
电，得知企业在充分做好各项
防控工作后即将复工生产，黄
晓武很满意。他要求企业严格
按照复工复产防控要求，认真
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内
部管理，全力保障员工健康安
全。

随后，黄晓武又来到淮北富
士特铝业、安徽美信铝业、濉溪

鸿源煤化、安徽盈科安防等企
业，实地了解企业当前用工、原
辅料供应、物流运输、安全生产
等情况。

调研时，黄晓武还听取了
关于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追加投资23亿元建设医用防
护用品生产基地的汇报。该项
目建成投产后，预计企业年销
售收入将增加 43 亿元，新增税
收 4 亿元。他要求相关部门主
动靠前服务，特事特办，进一步
提高注册审批等绿色通道运行
效率，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产
达效。

黄晓武在调研时强调，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扛起责
任、经受考验，在大战中践行初
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
卷。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和调
度，落实“六稳”工作要求，尽可
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针
对企业遇到的困难，要及时跟
踪、提前介入、逐个解决，加快推
动企业分类分批有序复工复产，
确保打赢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努
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目标任务。

黄晓武调研濉溪县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本报讯 2 月 13 日上午，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钱桂仑率第
九督导检查组深入我市部分企
业，检查企业复工生产及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市委副书记、
市长戴启远一同参加检查。

金龙机电公司在订单压力
较大的情况下，仍然只开 4 条
生产线，采取轮班方式进行生
产。员工上岗前在家隔离 14
天，厂门口和车间入口员工要
进行测温消毒登记，室内外消
毒无死角全覆盖，分批就餐分
散办公，钱桂仑对公司扎实的
防控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得知
公司生产的手机马达产量占全
球市场份额的 18%时，钱桂仑
希望公司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
创新，生产更多适销对路的产
品，进一步把企业做大做强。
要严措施抓防控，稳生产促发

展，两手抓两促进，为地方经济
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华润金蟾公司早谋划、早部
署、早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在市
高新区的帮助下，提前调运防疫
物资，通过网络、广播等形式广
泛宣传防疫知识，妥善隔离涉武
汉人员，目前物资充足、生产有
序。钱桂仑希望淮北市各级各
部门要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
所急，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快
速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
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联动，
严格督导问责，加强宣传引导，
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

在北外环路与子张路交叉
口，检查组车辆被石台镇卡点
值守人员拦停，要求车上人员
下车测温登记。在车上人员全
部接受检查后，戴启远高度肯
定了值守人员这种认真负责的
精神，希望值守人员在做好工

作的同时注意防护，确保身体
健康。

在淮北矿业集团朔石矿业
调度指挥中心，听取集团公司
负责同志防控措施落实和生产
经营情况汇报后，戴启远强调，
今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时刻要看国企担当。要把疫
情防控工作放在首位，谋划细
致、措施周全、精准施策，为企
业跨越发展提供强有力安全保
证。要按照上级要求，保障电
煤生产和能源供应，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实物质基
础。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调
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
型升级，为淮北高质量转型发
展作出积极贡献。

省第九督导检查组有关负
责同志，市政府秘书长梁龙义，
市高新区、市政府研究室、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同志分别参
加检查。

省第九督导检查组在淮检查
企业复工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戴启远参加检查

本报讯 2 月 11 日，市政
协委员、民革企业家联谊会副
会长楚效超积极响应省市政协
号召，向相山区部分社区捐赠
防疫物资。市政协主席谌伟及
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钱丹婴、
王莉莉、张保成、朱先明、刘添
才、程晋明、孙兴学及秘书长陈
新华分别在各自的包保社区参
加捐赠活动。

在曙光社区防疫一线，谌
伟等市政协领导详细了解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对楚效超

委员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病毒无情、委员有爱。
在疫情防控最需要帮助的关键
时刻，楚效超委员积极响应号
召，踊跃捐赠防疫物资，为我市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积
极贡献，充分彰显了政协委员
的社会担当。

谌伟指出，疫情发生后，市
政协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及
时发出了《致全市政协委员的
倡议书》，号召广大政协委员认
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积
极参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
作，尤其是党员委员充分发挥

了先锋模范作用，身先士卒，深
入街道、社区值班值守，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

谌伟要求，当前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全市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进一步增强信心决心，按照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及应
急综合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明
确任务，坚守岗位，积极工作，
为打赢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
战，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相关副秘书长、办
公室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谌伟参加
市政协委员捐赠疫情防控物资活动

本报讯 企业宣传栏上张
贴着疫情应急、生产组织方
案，显示屏滚动播放着防疫知
识；穿戴着工作服、防护口罩、
鞋套，全副武装的工人在生产
线上忙碌。这是2月13日，位
于濉溪经济开发区的安徽美
信铝业有限公司的景象。

记者从县经济和信息化
局获悉，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濉溪有序推进企业
复工复产，一批企业已陆续投
入生产。

濉溪县采取“早、快、严”
三项措施，为提前复工复产企
业提供优质服务。各镇（园
区）摸排企业提前复工需求，
对复工企业进行甄别把关，指
导企业做好复工材料上报。
由企业所在地政府帮助企业
统一办理复工手续，交由县经
信局完善后，集中上报市有关
部门审批，1 天之内办结。加

强企业复工后的防疫和安全
监督，由企业所在地政府、卫
健、经信、应急等部门开展联
合监管，确保提前复工企业有
序生产。同时，县经信局发出
通知，明确复工工业企业运输
车辆通行证办理程序，有效维
持保障复工工业企业原料与
产品运输，切实保障涉及城乡
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
众生活必需以及其他涉及重
要国计民生的需求。

濉溪县还要求，企业复工
生产前，要准备充足的口罩、
消杀药械、体温测量仪等防疫
物资，并把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复工生产方案和职工健康
排查情况报当地行业主管部
门复核，经审批同意后方可复
工复产。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在
安徽美信铝业冷轧车间，工人
们正对铝箔进行切割。有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目前正在
抓紧生产节前的一批订单，都

是与医药企业配套的药箔包
装，客户催得比较紧。”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要求企业做好原材料
等准备工作，不要盲目复工。”
县经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按
照“科学有序、分类指导、落实
责任”的原则，当地主管部门
加强指导，引导企业加强管
理，做好员工排查、防疫科普
知识宣传、厂区消毒等防控工
作，同时避免疫情期间原材料
供应不充分等原因，导致企业
复工又停工。

截至2月13日，濉溪县共
有 26 家工业企业经批复后实
现复产，另有多家涉及群众生
产、生活所需品的农资、饲料
加工、商贸流通企业正有序复
工复产。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当
前，安徽英科医疗有限公司等
企业加急医用手套等防疫物
资生产，以最大生产能力保障
医疗物资充足供应。

落实各项制度 加强疫情防控

濉溪县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县纪委要重点督办，督促有关
单位担起责任，迅速抓好整改，
并加强协作配合，进一步完善
监管措施。在开展监督的同
时，要注意帮助基层单位协调
解决困难和问题，注意工作方
式方法，不影响干扰基层工作，
不给基层增加负担……”近日，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
主任宰学明深入濉溪县南坪
镇、五沟镇等多地疫情防控卡
点明察暗访，就监督检查工作
及时调度，强调要以严实的监

督，确保防控工作不留死角、不
走过场。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疫”中，全市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面动员、迅
速反应，纪检监察干部深入基
层一线，坚持抗击疫情工作推
进到哪，监督保障就跟进到哪。

防控，“高”度一致
在做好防护防范措施的情

况下，通过召开市纪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以及视频、电话传达
的方式，部署市委巡察机构、机
关各部室、县区纪委和派驻派
出机构等深入学习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有关通知和省委省政府

相关会议、省纪委监委相关文
件精神，明确监督重点和职责
定位。要求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和纪检监察干部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做好疫
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
决把疫情防控监督工作作为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实
践检验，积极主动履行纪检监
察职责，为疫情防控工作扎实
开展提供坚强法纪监督保障。

同时，市纪委监委成立疫
情防控监督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谋划监督工作，制定专门的
监督方案，成立综合协调、督促

检查、信访维稳、宣传教育 4 个
工作组。班子成员全员到岗、
靠前指挥，率队前往重要卡点、
重点单位，就疫情防控政策落
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全市广
大纪检监察干部放弃休假，主
动担当作为，与人民群众、一线
防控人员站在一起，全力以赴
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

责任，“深”度相连
“2 月 11 日上午，驻市交通

运输局纪检监察组前往G3高速
出口、宿永路刘桥卡点、泗永路
铁佛卡点，监督相关人员在岗
及值守情况。”

在战“疫”中贡献纪检监察力量
——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扎实开展疫情防控监督工作

2月7日，相山区东山街道退役军人防疫突击队员进行社区卫生防疫消毒。

在抗击疫情中，东山街道的退役军人主动请战，成立防疫突击队，在负责社区公共场所的环境治理和防疫消毒

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入户排查登记、疫情防控值班、外来车辆人员管控、社区人员体温测量等志愿服务，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退役不褪色的军人品质。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疫情即战情
退役不褪色

■ 记者 詹岩

■ 记者 商祥荣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 记者 邹晨光

■ 记者 吴永生

▶▶▶下转第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