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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力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 摄影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杜国庆

3 月 23 日上午，濉溪县“四
送一服”办公室组织濉溪农商
银行有关同志前往安徽力幕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四送
一 服 ”走 访 活 动 ，通 过 贷 款 展
期、无还本续贷、调整还款计划
等措施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带来的影响和损失，与企
业共渡难关。
金融机构走访对接企业只
是濉溪县“四送一服”专项行动
的一个缩影。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濉溪县联合市第一
工作组按照省、市的总体部署，
深入贯彻《中共安徽省委办公
厅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
深入实施“四送一服”专项行动
方案>的通知》精神，精心组织、
认 真 开 展“ 四 送 一 服 ”专 项 行
动，有序推进全县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
加强工作部署统领力度
保障企业复工推进有序
濉溪县出台《关于支持中
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
见的通知》，从强化疫情防控应
急保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切
实稳定职工队伍、全力帮助企
业减负、做好企业精准服务等
方面，进行全方位的企业帮扶，
为企业的复工复产提供政策支
持。
濉溪县进一步优化充实
“四送一服”办公室和各工作组
力量，确保具体工作落实有人、
办事有人、联络有人。建立部
门协作机制，对于企业反映的
问题，各司其职，进行分办和交
办。3 月 4 日，濉溪县“四送一
服”专项行动工作部署会召开，
进一步明确各镇（园区）、各部
门活动时间节点、目标任务、完
成时限等具体要求。同时，通
过加强督导，强化调度，督促开
展具体活动的各责任单位积极
出实策、拿实招、求实效，实实
在在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过
程中存在的难题，以有效的制
度、严明的纪律，保障了工作的

见习记者 黄鹤鸣

有序推进。
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广度
推动支持政策落地落细
濉溪县建立干部联络服务
企业机制，向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选派 253 名帮联服务干
部，积极向企业宣传解读省委
省政府加大政策调节力度促进
经 济 持 续 健 康 发 展“30 条 ”意
见、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清单、依
法科学精准抓实抓细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30 条”意见等政
策措施。
濉溪县印发了《濉溪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惠企政策
精编》，涵盖财政奖补、减税降
费、降低成本、劳动用工、人才
政策、金融支持等六大类 37 条
惠企政策及金融机构贷款产
品、省市县惠企政策文件清单，
全方位为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
的复工复产提供支持。目前，
共发放濉溪县惠企政策宣传手
册 600 余份。
增加政策兑现透明度
消除企业发展后顾之忧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企业
用工保障工作，濉溪县下发了
《贯彻<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企业
用工保障工作实施方案>的实
施细则》，对在疫情防控期间保
持正常生产、积极采取措施稳
定职工队伍的中小制造业企
业、中小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最高不超
过 50 万元的一次性稳定就业补
贴。
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安徽美信铝业有限公司两
家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
采取措施，不仅没有裁员，还扩
大了生产。濉溪县首批企业稳
定就业补贴发放到位，安徽英
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徽美
信铝业有限公司分别享受到 50
万元的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
加强入企入园走访调研频度
保证问题梳理处置精准

淮北富士特铝业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

县
“四送一服”
办工作人员在力普拉斯企业生产车间内了解生产流程。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把握
“六度”要诀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濉溪县深入实施“四送一服”专项行动
濉溪县突出企业需求与部
门具体职能，精准化、广领域抽
调精干力量参与活动，要求所
有帮联服务企业人员实行无缝
对接，全天候服务。帮联服务
干部对照《濉溪县“四重一小”
复工复产问题与需求清单》，走
访调研“四重一小”企业的复工
复产工作，详细了解企业和项
目面临的问题，出谋划策，现场
办公。
目前，全县共走访 253 家企
业和项目单位，全面排查，逐条
梳理 45 条问题。新兴皇苑制衣
有限公司 500 万元融资问题、安
徽富士特铝有限公司的用工问
题、正在办理的安徽英科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用地指标问题等
典 型 案 例 ，都 体 现 了“ 四 送 一
服”
机制的优越性。
增强政银企互信度
助推银企对接融资纾困
面对企业融资难的问题，2
月 28 日，濉溪县召开应对疫情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政银企对接
会。会上，参会企业分别介绍
基本情况和融资需求；金融机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构、担保公司、产业基金公司根
据企业介绍进行现场答疑，为
企业现场把脉，帮助企业拟定
了初步融资计划。活动现场，
大多数企业与银行达成了融资
意向，多家企业代表与银行现
场签订了融资意向协议。
3 月 19 日，濉溪县召开金融
支持全面有序复工复产银企合
作对接会，引导银行业金融机
构加大对濉溪县信贷投放，切
实支持濉溪县复工复产工作。
与会的 6 家金融机构与 12 家企
业签订贷款 8.41 亿元。

员工在力普拉斯充电车间作业。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压实疫情管控强度
确保企业营商环境优良
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复
工复产，最短缺的就是防疫物
资，濉溪县疫情防控综合指挥
部成立物资保障组，为复工企
业协调解决复工所需的防疫物
资问题。目前，为企业联系协
调解决超过 20 万只口罩，确保
了企业的复工复产顺利进行。
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和局部暴发、分类指导”策略，
濉溪县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
要求，督促指导企业严防输入
性和聚集性风险。县“四送一
服”办通过在安徽公共招聘网
上开展线上招聘会及发布复工
企业岗位信息表，为重点企业
配备人社服务专员，主动收集
企业招聘需求和公共就业服务
方面的需求等措施，积极为企
业的复工复产做好服务。
复工复产企业由于受疫情
影响，在物流运输中存在卡点，
无法通行的现象。县“四送一
服”办牵头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推行物流车辆通行审批制度。
由企业所在的园区管委会、县
经信局、县交通局联合审批，确
保企业运输车辆能够畅通，疫
情期间共帮助物流运输车辆办
理通行证 800 余份。
下一步，濉溪县将继续推
进“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全力
保障和促进重点园区、重点工
程、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具备
基本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复工复
产，做到防疫、经济“两手”都要
硬，
助力全县经济平稳运行。

县“四送一服”办工作人员深入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了
解企业生产情况。
■ 摄影 见习记者 黄鹤鸣

务。

县农商行工作人员在力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员工在安徽英科医疗生产线上赶制高端医用手套订单。
■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