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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5 日上午，我市
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银保担企”
政策云发布会召开，发布我市银
行、保险和担保公司服务企业的
各类优惠政策。

受疫情影响，我市一大批中
小微企业在资金、用工、原辅料供
应、物流运输等方面承受巨大压
力。市经信局制定了《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帮助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的若干政策意见》，出台了
12 条减负举措帮助中小企业共
渡难关；下发“关于促进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供应若干政策

措施”，联合财政、农业农村、商
务等部门出台奖补政策实施细
则；我市银行业加大差异化优惠
信贷支持，向小微企业倾斜信贷
资源；保险业拓展保险产品范围，
提高理赔服务效率；金融部门开
辟服务绿色通道，拓展线上服务
渠道。

发布会上，有需求的企业通
过现场对接、连线咨询洽谈，与银
行、保险、担保机构现场签约。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淮北市
支行、淮北银保监分局负责人对
疫情期间惠企政策实施和银行、
保险政策等有关问题分别回答了
省、市多家媒体的提问。

我市召开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
“银保担企”政策云发布会

本报讯 复工复产工作正有
序推进，市政务服务中心卫健委
窗 口 全 力 推 行 卫 生 许 可“ 加 速
办”、常规事项“网上办”、紧急事
项“特殊办”，2 月份以来，窗口为
企业和群众完成网上审批事项 70
余件，解答各类业务咨询 300 余人
次，优质服务、有效防疫两不误。

近期，各类公共场所经营户
复业逐渐增多，《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证》办理成为高频次业务。卫
健委窗口充分利用与市场监管部
门数据共享的便利，将《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办理纳入到全程网
办事项，从源头上减少人员聚集
交叉传染的风险。同时，进一步
压缩办件申请材料，在经营户提
供有效的公共场所卫生检测评价
报告和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核心要
件的基础上，实行其他辅助材料
容缺受理、承诺制快速办理，当场

核发证件。
针对企业和个人办理的常规

事项，窗口每天安排专人值守，接
受网上咨询、接听电话咨询，引
导、指导企业和群众通过“安徽政
务服务网”“皖事通 APP”申报卫
生健康政务服务事项，及时受理

“网上申请”、及时审批“网上办
件”，免费邮政快递送达办理结
果，80%以上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了“全程网办”。

疫情防控时期，市内部分有
生产能力的企业有意向转产消毒
用品，但按常规途径申请受疫情
管控等因素影响用时较长，不能
快速投产。卫健委窗口迅速开通

“绿色通道”，落实国家卫健委相
关要求，与市卫生监督部门联合
办公，对有能力生产紧急上市销
售消毒产品的企业，采取以提供
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方式予以备
案，快速放行投产，有效缓解消毒
产品的市场供应。

市政务服务中心卫健委窗口
优化服务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3 月 24 日下午，安徽
省第六批援鄂医疗队155名队员圆
满完成各项任务后从湖北武汉凯
旋。皖北煤电集团公司总医院第
二批援鄂医疗队 10 名队员就在其
中。

面对突发疫情，皖北煤电集团
总医院从自愿报名的医护人员中
选拔了尉玉杰、安小峰、邵乐健、祝
经韬、王芹、赵少敏、张艳、杨琼、蔡
飞飞、李新美 10 名，在急危重症抢

救处理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处置等方面有着丰富实战经验的
精兵强将，火速集结，于2月14日支
援武汉市中心医院。

在近 40 天的时间里，10 名队
员发扬坚韧不拔、众志成城、特别
能战斗的精神，与安徽省第六批援
鄂医疗队的战友并肩作战，用行动
和奉献诠释医者的使命与担当，获
得了全国同行的认可和武汉人民
的高度称赞。按照省委、省政府统
一安排，他们将在接受为期两周的
隔离休养后，相继回到原工作岗
位。

皖北煤电集团总医院
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凯旋

本报讯 为支持广大返乡毕业
生、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就业创
业，团濉溪县委推出“团团就业超
市”线上线下综合服务平台。

“团团就业超市”集“征集就业
岗位、收集就业需求、拓宽创业渠
道、提供创业指导”四位一体的公
益性、综合性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旨在帮助更多的返乡大学生顺利
就业、成功创业，帮助更多的贫困
人口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目
标。

据了解，“团团就业超市”与
濉溪县经济开发区、濉芜产业园
区、百善食品工业园区以及县青
年创业者协会中的各类企业或创
业项目进行对接，精准掌握企业

用工需求、合伙创业需求，通过濉
溪共青团网站、微信等平台发布，
供有就业愿望的青年或有劳动力
的贫困户选择。有就业愿望的青
年或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可以主动
提供个人就业方向或创业意愿，

“团团就业超市”吸纳到就业创业
数据库备案，一旦掌握相应的用
工或创业需求，第一时间通知就
业（创业）方与用工方双向对接。
由“团团就业超市”牵头，加强校、
政、企三方合作，搭建高效、精准
的就业招聘平台，进一步拓宽企
业招工范围与学生就业渠道。邀
请创业导师、知名企业家开展创
业培训会、青年创业沙龙、创业素
质拓展等创业实践活动，提高青
年实践技能，助推优秀创业青年
或团队发展壮大。

团县委推出“团团就业超市”
线上线下综合服务平台

随着煤矿的大规模开发，
大量工人涌入淮北矿区，很多
人也带来了家属，或在本地安
家。为了解决这部分人的就
业问题，以稳定人心，进而稳
定煤矿生产，濉溪市结合实
际，决定发展纺织工业。

1965年，濉溪市开始筹建
针织厂，1966年建成投产，位
于古城西路，是全市第一家全
民所有制纺织企业。在此之
前，全市仅有8家手工业合作
社从事纺织业生产，从业人员
不足百人，设备简陋，生产规
模很小，仅能生产棉线、线袜、
毛巾、手套等产品。市针织厂
的规模虽然不大，产品种类也
并不多，但以它的建成投产为
标志，全市纺织工业发展大幕
正式拉开。

1971 年，建成纺织厂，
1975 年 ，易名棉织厂 ；1972
年，建成被服厂，1976 年，易
名服装厂。1978 年 10 月，淮
北纺织印染厂一分厂建成投

产；1981 年 4 月，二分厂建成
投产；1985 年 4 月，三分厂建
成投产，整个纺织印染厂工
程陆续完工，分别定名为淮
北第一棉纺织厂、淮北第二
纺织厂、淮北印染厂。1980
年，服装厂改为淮北第一服装
厂，同时建成市第二服装厂。
是年，将针织厂所属的一些生
产部门划出，分别成立市袜
厂、市羊毛衫厂、市经编厂、市
针织“五七”厂，后形成市第
一、二、三针织厂。1981年，成
立市第三服装厂。1985 年 7
月，羊毛衫厂划出部分设备和
人 员 建 成 市 百 蕾 服 装 厂 。
1986年8月，引进无纺针毯生
产线，建立淮北市无纺针毯
厂。1987 年 12 月，引进人造
麂皮生产线，建立人造麂皮
厂。1988 年 10 月，引进兔羊
毛纺生产线，建立市兔羊毛纺
厂。1989年，以第一棉纺织厂
为主体，包括无纺针毯厂、兔
羊毛纺厂等企业组建成淮一

纺织企业集团。1990年，建立
淮北纺织印染动力厂。1992
年，以棉织厂、袜厂、毛巾被单
厂、人造麂皮厂为中心，包括
第一、二、三服装厂，百蕾服装
厂等企业组建成淮北服装（集
团）公司。

到 1992 年底，全市纺织
行业发展到 17 家企业（全民

10 家，集体 7 家），其中大型
企业 3 家，中型企业 4 家，职
工总数达19429人，专业技术
人员 1289 人，固定资产原值
30432 万元，产品达 50 多种，
是年，完成产值 55800 万元，
实现利税2076万元，产值、利
税分别占市属工业的 44％、
13.4％，综合经济效益居全省

各地市第一名，成为淮北市
的又一支柱产业。

此后，纺织工业发展虽
然遇到一定波折，但最终通
过雄厚的基础与适当的调整
走出泥沼，焕发新的生机，且
始终是支撑淮北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2005年4月，安徽
飞亚股份公司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流通股
4000 万股，募集资金 1.52 亿
元人民币，是全国首家在 A
股上市的色纺企业。2008 年
6月，深圳华孚收购飞亚集团
100％股权，飞亚股份更名为
华孚色纺，并从此在淮北扎
根立足。

当前，华孚时尚股份有
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的色纺供应商和制造商，
公司投资90亿元建设的华孚
淮北绿金时尚小镇也已经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开工建设，
淮北纺织工业正在这一龙头
企业的引领下破浪前行。

第一家全民所有制纺织企业

纺织女工技术比武。

本报讯 市应急管理局
进一步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
序有力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工作，确保打赢疫情防
控攻坚战。

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
强化安全督导。指导企业在
全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

序组织复工复产。会同卫健、
经信、发改、商务、住建、交通
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复
工复产督导组，全面开展复工
复产安全生产专项督查检查。

增强安全服务意识，严格
复工复产审查。积极推动行
业领域规上企业的复工复产
工作，列出时间表任务图，对
未复工复产的企业，组成专业

服务队定期开展调研指导。
严格对行业领域复工复产企
业进行审查，按照简化流程不
减安全标准的要求，保安全保
稳定保生产。目前，煤矿已全
部复工生产，产能恢复约80%
（6万吨/天）；3处采石场已复
工生产，8 家地下矿山未复
工。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9
家，其中6家未停产，2家恢复

生产，1家（卓泰化工）长期停
产。民爆生产企业1家（雷鸣
科化公司）已复工。规模以上
工商贸企业593家，已复工复
产449家。

做好调研指导、安全检
查、宣传报道“三个服务”。按
照市委、市政府相关要求，及
时宣传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发现问题化解矛盾，

积极帮助指导企业做好复工
复产，确保企业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实现生产安全。

积极做好安全生产和自
然灾害应急救援准备工作。
坚持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值
守，确保事故、灾情发生时，能
及时报送事故、灾情信息并迅
速开展应急救援，为政府领导
决策部署提供第一手资料。

市应急管理局多举措做好企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市民政局高度重视，按照省民
政厅和市委、市政府部署安
排，认真贯彻落实“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要求，以
严格的纪律、过硬的作风、有
力的防疫管控措施，坚决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级民政
人服从命令听指挥，履职尽责
显担当，将最美的身影留在了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孤弃儿童的“守护天使”

3月23日，马红岩照例起
得很早，挨个查看卧床孩子的
身体状况，叮嘱有学习任务的
要认真上好网课。47岁的马

红岩是市社会福利中心儿童
部主任，这天，她结束了长达
28天的轮班，准备回家好好睡
一天，再给儿子做顿好饭！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一
老一小”服务机构的疫情防控
是从上而下关注的重点。市
社会福利中心是人员密集的
特殊场所，服务对象以孤弃儿
童、“三无”老人和精神智障特
困人员为主，其中90%肢体残
疾、体弱多病和智障脑瘫，防
控任务容不得半点闪失。

早在1月22日，福利中心
按照市民政局部署要求启动
疫情防控工作，在全省第一家
实行封闭管理。儿童部成立
了以党员为主的“巾帼先锋
队”，护理员分为3个梯队，每
个梯队连续上岗14天，24小时

吃住在孤弃儿童身边。
更换尿布、擦洗身体、喂水

喂饭、清洗衣物被褥，看着上网
课的孩子学习，白天保育员们忙
得脚不沾地；晚上，她们就睡在
孩子们隔壁，每两小时至少起身
一回，看看哭闹声来自哪里，看
看谁又一不小心蹬开了被子。
疫情期间，保育员还增加了一项
任务：每天定时给孩子们测量体
温，做好记录。来回折腾下来，
当班工作人员第二天基本上都
顶着一双“熊猫眼”。

小心再小心，2月初一名
因脑瘫无法自理的孩子突发
疾病入院，还是让大家惊出一
身冷汗。那天傍晚，保育员换
尿布时发现孩子肚子鼓胀，试
了试额头，竟有些低烧。情况
紧急，当班的李淑华主动请

缨，带孩子前往医院治疗，幸
好经诊断为肠梗阻。经过几
个小时的观察和治疗，晚上10
点左右孩子的状态平稳下来，
李淑华才安心返回中心。

中心所有饮食、生活必需
品统一配送到大门前，轮班员
工进入中心前每人都要进行
核酸检测，做好自身消毒。“最
严格的十几天，我们的活动区
域只能在儿童部的三楼和四
楼。”马红岩笑说，偶尔闲暇的
几分钟里，姐妹几个站在窗前

“向往”外面的世界，暂时忘掉
身后如小山般的尿布。

全身心扑在孤弃儿童身
上，保育员们却无法顾及自家
的宝贝。新一轮值班前，徐丽
将3岁的儿子交给母亲照料，
没想到老人因过度疲惫导致

高血压、冠心病复发晕倒在家
里，面对姐姐在电话里“咱妈
都这样了，你爱来不来吧！”的
斥责，她只有默默挂上电话。
平日里，李梅家的“二宝”最粘
妈妈，可现在她只有隔着手机
发嗲，“妈妈，我亲不到你啊！”
夜深人静时，李梅一遍又一遍
回放丈夫发来的视频，眼泪模
糊了视线。

“在我眼里，福利院的保
育员阿姨和在疫区一线战斗
的白衣天使一样伟大。因为
有她们，我们离病毒远了，离
春天近了。”网课开始了，老师
布置下一篇关于疫情的作文，
八年级的张天真酝酿了很久，
将自己和院里孩子的心声一
块儿落进了文内。

每一个你都最美
——记抗疫一线民政人

3月24日，杜集区高岳

街道徐暨村农户在大棚内

为草莓进行疏枝。

春意浓浓，我市各地

草莓种植户们抓住有利时

机进行追肥、除草、疏枝，

为草莓丰产打下基础。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草
莓
春
管
忙

■ 记者 韩惠 通讯员 谢同银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钟轩 张永久

■ 记者 韩惠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岳洋

■ 记者 黄旭 通讯员 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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