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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委
书记、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第一组长高庆丰在周巷镇检
查指导企业复工时强调，各地
各部门要精准施策，坚持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确保疫情防控有效、
复工复产有力，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市委
常委、周巷镇党委书记高松岳
参加。

经过体温检测后，高庆丰
一行首先走进中骏森驰公司，
先后深入到企业车间、食堂和
员工健康观察区等处，实地了
解企业的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情况,“现在有多少职工已经
上班？”“健康观察的员工宿舍
多少人一间？”“日常防疫措施
是否落实到位？”高庆丰仔细
向企业负责人询问了相关情
况，当得知当天已有297位职
工返工时，高庆丰高兴地说：

“企业及时复工复产，慈溪经
济才能稳定发展！”同时，他
叮嘱企业负责人千万不能放松
防控工作，一定要严格落实落
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尽力为

返慈进行健康观察的员工提供
人性化服务。

随后，高庆丰又来到长华
公司和凯波集团，实地察看了
企业食堂等场所，了解企业复
工审批通过后疫情防控和生产
组织落实情况。高庆丰对企业
食堂用餐明确“一人一桌”等
防控做法表示肯定，并在听取
相关企业负责人反映配套企业
复工和外地员工返村受阻等问
题后，当场要求属地和职能部
门及时帮助解决，并指出符合
条件的外地员工复工返村不应
受阻。同时要压紧压实企业主
体责任，会同镇（街道）、村
（社区）对返慈复工员工的生
活后勤做好服务保障。

最后，高庆丰来到骏隆供
应链管理公司检查复工准备情
况，他叮嘱企业负责人，仓储
物流商贸企业复工复产事关民
生保障，要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的基础上，抓紧时间复
工、开足马力复产，保障市场
供应、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

高庆丰在检查指导时强
调，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全面领
会和贯彻好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宁波市工作要求，统筹做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更好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举
措，有力有序、安全可控地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要加强对企
业复工复产的服务指导，不断
完善相关政策、形成服务保障
合力，真正实现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两手硬、两不误，确保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高庆丰在周巷镇检查指导企业复工时强调

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
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本报讯 复工复产有利于
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也有助于
增强抗击疫情的信心和战斗
力。观海卫镇党委认真贯彻落
实省市部署、立足当前、把握
走势，通过党委统领、村企联
动，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统筹抓好各类企业安全复工复
产，做到两手都要硬、两战都
要赢，努力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自 2月 11日召开复工复

产部署工作会议后，我们着手
从三个层面对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两手工作做出部署。”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落
实“一企业一专班一方案一套
服务”等四个一工作制度，成
立资料初审组、现场勘查组、
指导服务组等专项工作组，确
保企业复工申请日交日清，助
力全镇141家规上企业和相关
配套企业有序恢复生产。

复工复产不能降低对疫情
防控的重视，要做到“风险受
控、有序推进”，平衡好防控和
生产的关系。“首先是做好外地

返岗职工分类的隔离工作。”相
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
上级要求，镇里对高风险地区
人员，有高风险地区旅行史、
生活史、接触史的人员，与其
他地区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一律进行劝阻和劝
返；对中风险地区来慈人员实
施14天居家健康观察；对低风
险地区来慈人员实施7天居家
健康观察。延伸先锋户联机
制，制订本村（社区）隔离户
联系制度，随时了解隔离人员
需求和问题，尽可能帮助解
决。“针对复工复产造成的外来

人口流入，属地村（社区）主
动做好政策解释、措施宣传工
作，解答群众关心热点问题，
帮助外来人员融入社区。”

精准帮扶，长效保障，抓
常抓长复工复产后续工作。帮
助已经恢复生产的企业建立安
全稳定生产环境，严格防止

“外输入、内扩散”情况发
生。“我们帮助企业落实了不
少于5天用量的口罩、消毒水
等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并建立
了连续供应的保障计划。”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说，根据《慈
溪市企业复工疫情防控工作指

引》，还指导帮助每家复工企业
设置测温点和临时隔离室，并对
厂区开展彻底的环境清扫和预防
性消毒。

“我们结合企业特点，建立
错峰生产、局部生产制度，根据
业务特点采取调休、轮休等方式
减少人员聚集产生的风险。”镇
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对尚
未复工的规下企业，一方面做好
情况摸排登记工作，另一方面派
机关干部奔赴企业开展上门帮
扶、填报指导、现场勘定等复工
审核工作，帮助企业尽早恢复生
产。

观海卫精准施策为企业复工保驾护航

本报讯 昨天上午，位于
长河镇的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297
名工人在各自的生产线上佩戴
着口罩，埋头在工作台前，干
劲十足。为了降低病毒传染风
险，每个员工的站位间隔都在
1.5米左右，公司还购买了口
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给车间
工人使用，并每日两次对车间
进行消毒。公司总裁陈松杰告
诉记者：“我们将分步、有序
组织复工复产，当前正赶制海

外订单，兑现我们对海外客户
的承诺。”

成立于 2001 年的宁波兴
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模具技术为核心，为消
费电子、通讯、汽车行业客户
提供高端、精密零部件的上市
企业。作为一家外向型企业，
公司有70%的产品长期销往欧
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一旦
兴瑞科技断供，松下、索尼、
夏普、 Foxconn （富士康）、
PEGATRON （和硕） 等国际
巨头的规模化生产都将受到很
大影响。

“我们公司做智能终端、汽

车零部件的高端定制，目前供
应世界上 COMMSCOPE （康
普）、SAGEMCOM（萨基姆）、
TECHNICOLOR （汤 姆 斯）、
BOSCH（博世）、日本三菱等
行业大鳄。”陈松杰告诉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多家国
外客商来电询问产品供应，疫
情防控是事实，如果供货不及
时，相信合作公司也能够理
解。“但是，这会影响到客户利
益，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有些客户更会移单到其他国
家。”在春节期间，公司高层就
开始谋划如何将疫情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尽快实现企业的

安全复工。2月10日，兴瑞科
技拿到复工备案证后，陈松杰
一边忙于联系客户协调订单事
宜，一边抓紧核对上岗员工名
单、复工后防疫方案等，将防
疫措施落细落实确保安全。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公
司已上岗的297名员工均居住
在本地，给企业复工创造了有
利条件。复工后，每位员工的
就餐、住宿均安排在公司内，
每天的去向、轨迹，企业都非
常清楚。针对陆续返慈的外地
员工，该公司也严格落实隔离
观察措施，安排130多个房间
对人员进行封闭式管理。接下

去的半个月，还将有700余名员
工通过观察期后陆续返岗。

对于此番复工复产，陈松杰
表露更多的是充足的信心。“到
2月底，我们的产能能够恢复至
50%左右。希望在严格的管理之
下，生产能够持续恢复，让我们
的客户尽快拿到产品。”他还认
为，疫情虽给企业带来了挑战，
但这也是一次企业“练内功”的
好机会。“经过这次，我觉得我
们还要建立更为完善的内部管控
体系，来应对紧急情况，全面提
升企业的竞争力。相信在政府的
政策支持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我们一定会克服困难。”

兴瑞科技防控“加码”生产“加力”

本报讯 日前，浙江蓝禾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一次性使用
医用口罩获二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该医疗器械注册证的获
得，不仅丰富了企业产品线，
也将提升公司同类产品的市场
占有率。

据了解，蓝禾主营口罩、
面罩等医用耗材类产品，并从
事医疗净化领域的空气净化和
血液净化等相关产品的技术研
发。拥有十万级净化间和万级
实验室以及系列全自动化生产
线；拥有和申请专利超过 50
项，并同时申请及获得 CF⁃

DA、CE、 ISO、 SGS、QS 等国
内外质量体系认证及资质。此
前，产品主要出口欧美市场。

“企业要获得医用级别口罩
的生产资质，必须先获得相对应
的医疗器械注册证。”蓝禾医疗
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马鞍华说，去
年，蓝禾医疗就已获得“医用外
科口罩”生产资质，此次获得的
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对应“普
通医用口罩”生产资质。目前，
企业已经提交了“医用防护口
罩”相关申报材料。据了解，

“医用防护口罩”适用于医务人
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对经空气传播
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护，级别相
对更高。

蓝禾获“一次性医用口罩”
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本报讯 从 2月 10日起，
我市企业陆续复工复产。复工
企业防控工作落实如何？员工
到岗情况怎样？目前面临哪些
难题……带着这些牵挂，昨天
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盛悠赴观海卫镇检查企业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他强
调，要进一步坚定战胜疫情的
信心，在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
施的同时，推动企业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切实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政企合力共保
安全、共促发展。市委常委、
观海卫镇党委书记马焕勇，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志梁参
加。

2 月 12 日，公牛集团复
工。作为我市疫情防控期间第
一批新复工规上企业之一，该
公司首批457位核心业务人员
到岗，主要涉及新项目、产品
研发等关键岗位，生产线将逐
步有序开工。经过体温检测
后，盛悠一行走进企业，详细
了解企业疫情防控措施、复工
人数、生产经营等情况及当前
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难题。盛
悠对公牛集团的成功上市表示
祝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助力疫情防控表示充分肯定。
他勉励企业要坚持疫情防控与
复工复产两手抓，做到严格防
控、安全生产、紧张有序、标
准不降，为全市复工企业作好
表率，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宏一集团是一家外销制造
企业，专业自营出口欧美插座
和厨房小家电，其中宏一插座
欧洲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
80%。昨天，企业已通过复工
审批。盛悠听取了企业在员工
信息排摸、防控方案制定、疫
情防控隔离设置等有序复工保
障工作的情况介绍。他叮嘱企
业负责人要把疫情防控放在重
要位置，引导员工有序返工、
安全上岗，科学合理恢复生
产，努力做到市场份额不降、发展势头不减。

盛悠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
济发展，努力保持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
序。要督促指导企业做好防控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主动服
务、靠前服务，帮助企业复工的急需人员尽快返岗，帮助企业有
序复工、安全生产；及时了解、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加快各类扶
持政策的落地兑现，“一企一策”“一业一策”，更加精准有效地
帮助企业稳定生产经营、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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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市委书记高庆丰实地了解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摄影摄影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孙丰立

本报讯 测量体温，鞋底
消毒，更换新口罩，手部消
毒，经过这四步才能进入企
业，进入企业后指纹打卡改为
手机签到，人人佩戴口罩，人
与人间隔一米以上，上厕所排
队有黄线标注的一米等待线，
提倡自带餐具和食物，餐厅固
定位置一人一桌……慈溪高新
区企业福尔达为复工做的准备
很“硬核”。

“目前，我们企业已经进
行了一次无死角消毒，所需

防控物资全部到位，复工的
人员再三核对行程和健康状
况，需要隔离的人员按照规
定在配有卫生间的寝室进行隔
离，隔离期间不得出入。”福
尔达的负责人介绍道，“食堂
就餐间隔标准是左右 1.6米，
前后 1.2米，还有食堂监管人
员，保证进餐期间没有员工
互相交流。”

福 尔 达 的 防 控 很 “ 硬
核”，其他企业也很牛。2月
12日开工的横河模具，大年
初一就成立了由董事长任总指
挥的疫情防控小组，疫情宣传
组、员工回流管控组、膳食管

理组、防护用品筹备组、消
毒/诊断/隔离组、供应商物流
管理组等十个防疫小组各司其
职，全方位、无死角做好防
控。复工开始，企业就实行全
封闭管理模式，所有员工不得
外出，企业全方位保障职工生
活所需。同时，积极协调深圳
子公司生产的口罩优先供应慈
溪市场。

2月12日，慈溪高新区已
有横河模具、中环赛特、健信
核磁3家企业开始复工，近阶
段，园区六成以上规上企业将
陆续复工。

如何保障企业安全有序复

工？复工前，企业严格做到
“六个到位”，所有上班人员
均 按规定进行了排查和隔
离，企业备足各类防疫物资，
对进出通道、食堂、宿舍、车
间等场所做好消毒和复工防疫
准备。高新区管委会将所有园
区企业按网格分组，各网格长
第一时间对接企业、赶赴现
场、实地审核、严格把关。复
工后，有条件的企业对员工
进行了全封闭管理，部分无
宿舍企业则实行半封闭管
理，员工进入企业必须严格
消毒、测温、登记，做到人
人佩戴口罩、人与人保持一

米以上距离、食堂就餐一人一
桌等。

“大年三十以来，我们就开
始实施‘三个一’，协助企业制
定一套完善的可操作的防疫体
系，督促企业建立一本全面的员
工健康管理台账，要求企业组建
一支专门的疫情防控队伍。”高
新区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目前开工的三家企
业都将采取全封闭管理模式，既
保障全体职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
安全，又提高效率，保障企业有
序恢复生产，极力做到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两手抓”。

进门过“四关” 全封闭管理

高新区企业防控复工两手硬

■全媒体记者 俞建明

■全媒体记者 景锦

■全媒体记者 胡洋溢

■全媒体记者 景锦
通讯员 谢燕彬

■全媒体记者 郑琳
通讯员 徐闪闪 罗重重

■全媒体记者 刘芳
通讯员 翁洪波 朱雪超

昨天，宁波凯波集团工人正在用消毒液对厂区进行消毒，做
着复工前的准备。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孙丰立

消杀病毒 准备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