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

赤壁高新区超八成企业复工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王小军报道：10日，赤壁
高新区天瑞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生产热火朝天。

公司董事长张梦寅告诉记者，
在赤壁高新区全力支持下，公司前
期完成了复工各项准备工作。3月
上旬，首批20多名员工通过严格防
疫检查检测后，进厂整理厂区、车
间卫生。正式恢复生产后，实行

“两班倒”，错开生产，已经恢复90%
产能。

记者了解到，3月以来，天瑞汽配
就对公司100多名员工的健康状况、
节日出行轨迹等情况进行了摸底调

查。张梦寅说：“首批20多名员工全
部是赤壁本地人，符合返岗条件。外
地员工正在有序返岗。”

在生产车间，3名工人正在检查
机器线路的运行情况，分隔2米以外
的2名工人也正在用工具分拣零部件
产品，秩序井然。

张梦寅表示，受疫情影响，公司
的订单同比减少了近30%，但有信心
努力追赶上来。

与此同时，赤壁市工业“一号工
程”的维达力也全面复工。记者在厂
区门口看到，员工进厂前洗手、检测
体温、更换口罩等防控措施严格执行
到位。“复工后，公司实行了严格的防

控管理，每天对生产车间进行两次消
杀，每个班组要监测上报返岗员工和
未返岗员工的体温状况，员工要戴口
罩，错峰就餐。”公司项目负责人祁立
说，目前产品有一定库存，产能正有
序恢复。

为帮助企业复工，赤壁高新区41
名驻企特派员全部下沉到一线，帮助
企业“点对点”接送员工3628人，协助
员工做CT检测2950人次。无偿为
企业配发口罩12000个以上、测温枪
70只、消毒液150桶。并组织知腾、
思贝林等本市企业生产和筹备一批，
协调医药公司从外省市购买储存一
批，解决防控物资短缺问题，确保企

业安全生产。
特别是近两日，赤壁高新区推行

“十分钟办结”承诺制，两天内为企业
手工写《工作证》6831张、《车辆通行
证》1100张，极大的方便了员工复工
出行。

赤壁高新区主要负责人表示，
“我们一刻也不敢忘记经济主战场的
职责，密切对接重点项目，特别是维
达力、万津、华舟等，协助督促企业做
好防控，打通人流物流堵点，确保能
够迅速复工复产。”

截至3月12日，赤壁高新区规上
企业95家，已报备复工78家，开工6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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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17日受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局部有短时小雨；本周其它大部分时段受高空槽后偏北气流影响，晴到多云。具体预报如下：13日：多云，偏北风1～2级，9～18℃；14日：晴天，偏北风1～2级，5～19℃；15日：晴天，偏北风1～2级，6～20℃。

抗击疫情红黑榜

安全生产
赶订单

3月10日，嘉鱼县开发区依杰姆
服饰有限公司，30 多名员工戴好口
罩，在生产线上赶制订单。

该公司于 3 月 2 日正式复工，因
年前一批订单等着交付，全员赶进度
生产。员工无特殊情况不允许出厂
区，每天早晚测量体温，每餐分开吃
饭，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确
保生产秩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摄

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舍小家为大
家，奔赴抗疫一线；她，是一名党员志愿
者，主动献出半年工资，四处募集抗疫
物资；她，是一位蓝衣战士，虽上不了火
场，却始终坚守抗疫战场。

她就是通山县消防救援大队文员
李璐。

“你去哪里？麻烦登记下信息。”3
月4日，通山县凤池广场卡点处，身着
蓝色消防装的李璐正在值勤。

2月7日，凤池社区号召党员加入
疫情防控工作，今年31岁有着11年党
龄的李璐，主动请缨。

社区防控重点在于设卡严防人员流
动，李璐被分到中医院外巷道卡点值守，
负责管控老旧居民楼和医院人员流动。

居民年纪大、防范意识差是管控的
难点所在。

“老伴在这住院，我想出去买个轮
椅。”阴雨天，一位个头不高、穿着朴素

的老大爷来到卡口前，头上雨珠不时往
下滴。

“大爷，你出去了也买不到。”李璐
向大爷解释目前所有门店都已关门。

回到家中的李璐，想起大爷在风雨
中着急的样子，很不是滋味，决定帮其
联系免费的二手轮椅。朋友圈消息发
出后，很快得到回应。第二天，看到老
人欣喜的样子，李璐十分欣慰。

2月8日至今，在卡点值守的李璐
从未休息一天。

“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希望能选
上！”1月26日，李璐得知武汉招募志
愿者，立即网上报名。

网上报名后，李璐没有选择等待，
她不断通过网络、朋友等渠道了解当前
物资状况和抗疫爱心群，做好万全准
备。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个星
期过去了，李璐仍未得到任何消息，她
明白，武汉去不了了。

虽无法前往武汉，但在通山也要尽
一份力。

2月5日，李璐得知县城各卡点值
守人员只能靠泡面充饥，便联系朋友捐
赠一些食品，得到朋友支持，很快50箱
牛奶和200斤橙子筹集完毕。

为了解决县内通行问题，李璐前往
县新冠肺炎指挥部，申请临时车辆通行
证，用自己的车配送。

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17个卡点
终于送完。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听到

“送得很及时，真的感谢你”等话语时，
她觉得一切都值了。

“什么？在武汉运不回来了？”2月
18日，李璐得到消息，她托海外朋友购
买的N95口罩和防护面罩，因交通管
制滞留在武汉。

李璐四处打听托运渠道，朋友圈、
抗疫爱心群等，她能想到的办法全用了
一遍。经过不懈努力，2月20日将物

资运抵咸宁。
当天下午5点，李璐开车前去托

运。由于路线不熟，加之导航出现故
障，几经辗转才找到返回的路，回到家
中已是凌晨1点。

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通山康泰医
院、通山妇幼保健院……每一次募捐，
她都付出了心力和财力。

除了自己募捐，单位捐款、社区献
爱心、抗疫爱心群募捐等，李璐都不会
错过。

其实，李璐只是消防救援大队的一
名合同工，每月工资不过2300余元。
截至目前，她已累计出资13000余元，
相当于她半年工资。

抗疫一线党旗红
亮身份践初心比作为

通山县消防救援大队文员李璐

全心投入战疫情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文虎

（上接第一版）

严防控，推进企业安全有序复工

9日，赤壁维达力公司中伙基地厂
区门口，工人们在体温检测正常，完成
信息登记、全身消杀等程序后，进入厂
区。

“复工后，公司实行严格防控管理，
每天对生产车间进行两次消杀，每个班
组要监测上报返岗员工和未返岗员工
体温状况，员工戴口罩，错峰就餐。”公
司项目负责人祁立说，目前产品有一定
库存，生产线上各道工序都开通，产能
正有序恢复。

疫情面前，我市企业一手抓防疫，
一手抓生产，积极为全市疫情防控大局
贡献力量。

在咸宁高新区湖北福人金身药业
口服液生产车间，佩戴口罩的工人们身
着工衣工帽，紧张有序地忙生产。

企业复工，防疫先行。湖北福人金
身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曾希望
说，复工前，公司逐一筛查在职员工健
康状况，对两周内有接触史无症状或出
现发热、咳嗽等感冒类症状的员工，不
安排上班。

复工期间，该公司严格执行封闭式
管理制度，安排所有复工员工在厂区内
生产和生活。对所有复工员工，每日两
次体温测量，两次登记，三次更换口罩，
记录到人到岗。

嘉鱼湖北元拓制造有限公司，已
经全面恢复生产。公司总经理雷志
强介绍，公司采用封闭式管理，在车
间参与生产的 130 名员工全部住在
公司宿舍，吃饭全部采用分餐制。公
司备有一万个口罩，每天大致用300
个，还准备了100斤84消毒液和100
斤酒精，每天上午下午上班前都要先
消毒。”

强服务，全力支持企业恢复生产

“企业有没有复工需求？”“目前返
岗情况如何？”“税收优惠新政策是否知
晓？”3月6日，在省“三个一批”重点企
业金士达医疗（咸宁）有限公司，咸宁高
新区税务局驻企“特派员”左勇、黄翔正
忙着跟踪服务。

我市税务部门建立驻企“特派员”
服务机制，下派驻企干部积极落实监
管、服务双重职责，把政策春风、服务春
风送上门。

连日来，我市相关部门通过出政
策、入企业、强服务，积极稳妥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

金士达是一家生产医疗器械的企
业，近期随着防护医疗物资需求增大，
新开了防护服生产线，更多员工纷纷返
岗。厂区宿舍标配6人间，公司面临

“难以按照防疫要求安排员工住宿”的

难题。
2月25日，高新分局横沟派出所民

警在走访时获悉后，立即逐一登记需重
新安排住宿的89名员工信息。经与辖
区内多家歇业宾馆沟通协调，当晚将
89名员工就近安排附近宾馆入住，解
决了企业生产的后顾之忧。

“万分感谢你们的及时相助，我们
将用此专款迅速采购玉米等原材料，加
紧扩大产能，生产更多的酒精产品满足
防疫需求。”2月27日，湖北景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朱忠景向县政
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表示感谢。

为扩大企业消毒酒精的生产规模，
省再担保集团、通山县政金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联合武汉农商银行为其提供贷
款900万元，不仅银行利率优惠，担保
费也全免。公司2月11日恢复生产，
24小时不停工，日产酒精两百吨，助力
湖北保卫战。

将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您好，麻烦请测量一下体
温”“有没有乏力、干咳等症
状？”3月10日，在市第一人民
医院门口，朱晖正在认真询问
进出的工作人员。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承担
着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筛查、
隔离等工作，是战“疫”主战场。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
负荷运转，后勤保障方面急需
人手帮忙，你们谁去？”一天，一
条短信息在咸宁市消防救援支
队咸安大队119党员突击队的
微信群里弹出来。

“我可以、我去。”朱晖第一
个报名。报名当天，他就赶到
医院驻点执勤，协助院方人员
开展洗消杀毒、体温检测等勤
务工作。

朱晖也负责医院的消防安
全值守。他严格检查每一层
楼，每一个重点部位，每一个安
全出口。

有天晚上在二楼过道巡查
时，配电箱里一阵阵异响声传
来，朱晖立即走上前打开配电

箱，里面杂乱的线路让他感到
不安，他立刻组织值守队员携
带灭火器，对每层配电箱进行
排查，并向医院安全工作人员
反应了情况。经过维修人员逐
一排查、调整、反复测试，隐患
被彻底消除。

“不同防护等级能进入的
涉疫区域是不同的，每一步都
要反复演练。”朱晖说：“既要圆
满完成任务，也要保证不被感
染。”

“先穿什么，后穿什么，到
场怎么展开，归队后怎么洗
消？每个程序都有严格的要
求。”经过多次反复地穿戴、演
练后，朱晖有了更深的体会：

“防止被感染，脱防护服是关
键，稍不留神就有接触到病毒
的可能。只有通过反复练习，
增强防护意识，形成职业习惯，
才能最大程度避免感染。”

“来医院值守的事情，我没
有告诉家人，免得一家人都为
我担心。”朱晖坦言，和家人2个
月没有见面了。

朱晖：与家人两月未见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姐妹们加油，一起打败疫
魔！”“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
提高免疫力。”

2月 25日一大早，市中心
医院老年病科护士付防起床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手机四
人姐妹群里的消息，并发出自
己的问候。

“姐妹们的暖心话语，让我
每天充满干劲。”自1月23日支
援感染科以来，付防已在战疫
一线工作一个多月了。

付防所说的姐妹，是肿瘤
科护士王敏，妇产科护士邓琪、
黄亚琼。四人都毕业于武汉科
技大学城市学院，付防和王敏是
一届的，邓琪、黄亚琼是学姐。

同为校友，又在同一医院
工作，四人自然地成为了好姐
妹。平日工作之余，四人小群
里经常分享一些姐妹趣事、购
物心得等。

疫情来临，四姐妹第一时
间请缨支援前线，目前，都战斗
在抗疫一线：黄亚琼在感染科
支援，王敏和邓琪都在收治新
冠肺炎重症病人的3号楼支援，
一个在 10病区，一个在 11病
区。

“乐乐，妈妈爱你。”黄亚琼
的防护服上，写的是自己女儿的

名字，“已经一个多月没见到女
儿了，这样感觉女儿陪着自己。”

“开始去的时候，还是会有
担心，操作也不够熟练。”黄亚
琼说，尽管又当护士又做保洁
很累，但病患面对病魔的坚强、
对医护真心的感谢，都让人觉
得温暖。“有个大学生，看见我
总说加油，还主动要求拍照合
影，纪念这段经历。”

邓琪介绍，一个月来，从开
始全副武装不习惯，到现在打
针喂药、打水送饭、打扫卫生，
早已习以为常。

她们都是倒班工作，白班
四个小时，或穿着厚重防护服
下病房，或值班帮忙处理医生
医嘱。晚班则八个小时，病房
四小时外加四小时值班。

王敏说，没有人喜欢分离，
没有人愿意一个人吃着泡面过
春节，没有人愿意裹着密不透
风的防护服在寒夜里值班。这
些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有着
太多家人朋友的担忧与思念。
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
扶伤是我们的天职。

四姐妹约定，等疫情结束，
一定要一起回母校逛逛，走走
美丽的东湖绿道，再高高兴兴
来一张合影！

抗疫四姐妹：校友变战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公 示
1月20日，市政府第1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2019年拟享受

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选拔名单和市高层
次人才科研项目择优资助单位、市自主创新岗位计划设岗企业
名单，现予以公示。

一、拟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10人）：王建辉（湖北
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丁玲（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限公
司）、时宏伟（黄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何其三（湖北三赢兴智
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王义相（通山县人民医院）、徐文娟（咸宁
职业技术学院）、徐绳武（咸宁市农业科学院）、陈二龙（崇阳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金汉垂（通山县职教中心）、金辉（通城卡非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

二、拟评定为市新世纪高层次人才人选（8人）：董孝元（黄
鹤楼酒业咸宁有限公司）、汪福忠（通山县人民医院）、兰希园（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丁芳（咸宁市中心医院）、刘红玉（嘉鱼县青少
年校外活动中心）、郑亚斌（崇阳县交通运输局）、曾志刚（湖北科
技学院）、雷涛（嘉鱼县农村公路管理养护所）。

三、拟确定为市高层次人才择优资助项目单位（4个）：基于
α-氨基酸导向的异噁唑啉类农药的合成及其输导性（国家级）
（湖北真奥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致机体
氧化损伤及相关疾病的毒理学作用的研究（省级）（湖北科技学
院）、新型智能岸电提升装置（市级）（湖北三六重工有限公司）、
咸宁市“互联网+乡村旅游”新智慧发展模式研究（市级）（咸宁职
业技术学院）。

四、拟确定为市自主创新岗位计划设岗企业名单（2个）：湖
北香城智能机电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节能高效砖茶压制
自动化生产线的研发）、湖北平安电工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000
吨超高压耐高温绝缘云母带产业化项目）。

公示期3月13日至3月19日。如对上述人选或项目(详细
情况请见市人社局门户网站http://rsj.xianning.gov.cn/)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科联系。

联系电话：0715-8235623 电子邮箱：735472813@qq.com
咸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0年3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