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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超九成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复工

本报讯 疫情防控间，为减轻企

业负担，根据相关政策，市、区两级政

府对于疫情防控物资生产经营企业应

急技术改造项目的投资及设备租赁费

用将进行补贴。2月19日，记者从区经

委获悉，目前全区已有 4 家企业申请

市、区“应急技改”项目，涉及总金额

607.8万元。

在上海依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

生产洁净车间和包装车间，机器声隆

隆、一派繁忙景象。全新的KN95自动

口罩生产线一交付，机器就立即运转

起来，每天可生产口罩1.5万只，产能

是原来的3倍。相比原本需要6名员工

操作的传统生产线，技改后，新的生产

线只需一名技术人员控制。目前，公司

员工已基本到岗，28 名员工开足马

力，与时间赛跑。

“依顺是首批次申请应急技术改

造的企业，根据市区两级政策，此类企

业最高可给予项目总投入的80%的补

贴。”区经委工作人员孙秀表示，“目

前，全区有4家企业申请市、区两级应

急技术改造政策。后续，我们将根据相

关的政策继续做好企业项目申报辅导

工作。”

在生产过程中，企业还遇到了

N95 口罩熔喷静电棉库存不足等问

题，区经委及时为企业联系区内供应

商，确保企业生产供应。上海依顺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维强介

绍：“原材料方面，目前市场紧缺得厉

害。我们的供货商几乎全部换了，换成

现在政府推荐的供货商，原材料问题

得到缓解，非常感谢。”

记者 李华成

企业申请“应急技改”项目
防疫物资生产“加速度”

每年12月到次年3月是草莓大量上市的季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采摘项目

全部取消，线下销售也冷清了不少。为此，嘉定工业区灯塔村种植户们想出了好

办法——通过社区拼团模式打开了新销路，即采取“线上团购+集中配送”的方

式进行销售。右图为种植户正在打包草莓准备配送。 通讯员 张先琳/摄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期间，如何

帮助和扶持企业渡过难关，逐步复工

复产？区税务部门第一时间和企业加

强沟通交流，通过落实“增值税优惠政

策”“支持公益性捐赠”“非接触式办

税”等相关政策和业务办理方式，帮助

企业“排忧减负”。

2 月 21 日，在位于嘉定工业区的

京东亚洲一号物流仓储中心内，大量

的快递正在处理装车，准备运往全国

各地。区税务局货物与劳务税科科长

王超和同事一起，一早就来到这里，深

入调研企业在疫情期间的困难和实际

需求，并向企业详细解读了最近出台

的若干政策。“对纳税人提供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生活服务，以及为居民提供

必需生活物资快递收派服务取得的收

入，免征增值税。”京东集团华东区财

务总监余珺珺说：“仅仅这条政策就可

以帮助我们在 1 月份减税 100 多万

元。”

按照相关政策，自1月1日起，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可以按

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全额退还增值

税增量留抵税额。申请程序也非常便

捷。“这一次我们提供的是最为简化的

一种方式，就是全部由纳税人自行申

报、享受就可以了。纳税人不需要办理

任何的备案手续，只需要将相关的材

料留存备查即可。”王超说。

除了能给企业能带来实实在在的

优惠外，疫情期间，税务部门还优化了

“非接触式”办税方式，一网通办、电子

税务局等网上渠道成为涉税业务办理

的主渠道。

疫情期间，不少爱心企业积极参

与爱心捐赠，展示了良好的社会责任

担当。疫情发生初期，位于安亭镇的上

海佳轩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小平就

要求企业在第一时间作出捐赠举措，

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嘉定区分会，

向湖北捐款 500 万元，用于当地疫情

的救治工作。

在嘉定，热心企业和爱心企业非

常多，为了帮助这些积极参与公益性

捐赠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根据相

关规定，对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

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现金和物

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

扣除，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

院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以“佳轩物流”为

例，该企业捐赠的500万元善款，享受

全额税前扣除政策，在 1 年内最多可

以减少125万的企业所得税支出。

区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科长陈勇

介绍说，对于疫情期间的公益性捐赠，

企业只需要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

资料留存备查。税务部门再通过后续

管理去进行核实、监督。此外，区税务

部门还建立了绿色通道，进一步压缩

税务事项办理时间，落实各类政策性

退税政策。 记者 俞超

“组合拳”助力企业“排忧减负”

本报讯 沿街商户相继开业，疫

情防控做得咋样？2 月 17 日至 20 日，

区市场监管部门共检查了全区沿街已

开业小餐饮店、面包房等714户，共查

验上岗人员行动轨迹数4007个。

“不要只是打勾，体温测得多少就

把具体数字标上。”2月21日，在仓场

路迎园路附近的一家超市内，执法人

员刘蓉发现超市在体温记录上有所疏

忽，向超市管理者提出改正要求。

防疫防控检查主要内容包括商户

经营业态、从业人员出行轨迹、落实防

疫措施等，覆盖小餐饮店、小超市等沿

街重点行业商户。“检查中发现的一些

小问题，我们会责令其现场改正，后期

我们也会‘回头看’是否落实到位。”新

成路街道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陈登峰表

示。事实上，为避免疫情风险，不少店

铺都根据自身情况调整了疫情期间的

服务方式。某餐饮店工作人员邹先生

告诉记者，他们店现在只做外卖，不提

供堂吃，并且会把所有外卖贴好封条。

某奶茶店门前临时拦起了简易隔

离带，并且新推出了“外卖安心卡”，店

长许女士介绍说：“我们工作人员接触

到的吧台手、打包员，都会在卡上面有

具体的姓名和体温记录，确保所有外

卖食品安全有保障。” 记者 周玉林

沿街商户相继开业
监管部门逐一查验

本报讯 自企业开始复工以来，

嘉定全区上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复工复产，有序恢复企业产能。截至

2月23日，全区已备案复工企业总数

3922 家，总体复工率 61.5%。其中，规

上企业复工1117家，复工率90.7%。

人性化措施保生产

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保障有序复

工复产，如何让这两项工作同步稳妥

推进，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成为了

嘉定各企业近期的头等大事。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致力于骨科内植入物研发、生

产和销售的企业。自2月12日复工以

来，该企业在生产一线员工不足的情

况下，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向德国、哥

伦比亚等地发货共 48 批次，科学、合

理、有序地逐步恢复生产。

在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工人穿梭

于生产设备之间，一条条智能化生产

线陆续恢复运行。目前，复工人员约占

公司员工总数的 1/5，但是产能已经

恢复到了春节前的30%左右。除做好

防疫措施外，在人员管理上，企业与每

一位返乡员工保持密切联系，掌握他

们的健康状况和抵沪情况，分批复工，

分岗位复工，提高生产安全和效能。为

了减少员工集聚可能导致的交叉感

染，该企业提倡支持岗位、二线岗位和

市场销售岗位实行居家“云办公”。此

外，该公司还运用智能化运营管理系

统实时了解订单情况，及时反馈到库

存和运营管理部门，科学合理地安排

生产计划。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沈雯

琪介绍说：“这套系统可以提高10%左

右的生产效率。”

而在华域视觉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的领导层看来，要守住产线这条“生

命线”，留住人，才是关键。于是，一系

列为保障复工复产的准备工作，迅速

在公司内展开。“1月31日，我们就号

召所有产线工人返沪。”一名高层领导

如是说。虽然不是强制措施，但得到了

大部分员工的响应，800 多名员工结

束春节假期回到上海，自觉进行14天

的居家观察。对于提早返沪员工，除了

发放伙食补贴，对部分到岗员工工作

餐也进行了调价，两荤一素的套餐仅

售2元。此外，考虑到没有自购房的员

工无法登记购买口罩，总经理郭肇基

要求，将数量极其有限的口罩发放到

这些一线员工及其家属手中。

据悉，华域视觉1000多名产线工

人，目前返沪人员已近八成，“一旦全

面复工复产，我们的产能是可以立即

跟上的。”企业负责人对即将到来的全

面复工充满信心。

政府部门保驾护航

随着企业陆续复工，区、镇两级政

府积极为企业复工保驾护航。

日前，嘉定分别与太仓、昆山签署

《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保障城市运

行合作协议》《嘉昆两地联防联控备忘

录》以及《嘉昆两地联防联控备忘录

（二）》，除推行个人工作通勤证外，还

推出了车辆通勤证制度。

位于嘉定工业区的艾仕得涂料系

统（上海）有限公司共有员工 233 名，

其中有61人居住在太仓。企业于2月

10 日复工，直到 2 月 18 日，复工人员

仅有80人。自从领到工作通勤证和车

辆通勤证后，复工人数一下子增加到

122 人。科世达（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有 300 多名员工居住在花桥地区，在

得知可以办理工作通勤证后，企业第

一时间启动了人员信息登记工作，很

快缓解了用工缺口。截至2月24日，全

区已经发放嘉昆两地工作通勤证

3914张、车辆通勤证4张；嘉太两地工

作通勤证2523张、车辆通勤证10张。

除区级层面的政策支持外，企业

所在地的各街镇相关部门也为企业提

供了精准的“店小二”服务。

坐落于嘉定工业区上海大学科技

园的凌云天博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从事光纤信息传输设备，以

及为广电提供光纤传输解决方案的科

技型企业。2月11日复工复产以来，一

直缺少口罩等防护用品，复工过程并

不顺利。了解到企业的困难，嘉定工业

区多方筹措，紧急调配了口罩送到企

业。“还积极帮助我们联系消毒水、洗

手液、体温计等物品的采购渠道。”企

业综合管理部经理袁英姿说。目前，该

企业的复工员工已从一开始的不到

10名，逐渐增加到60多人，产能也已

达到了正常水平的80%左右。

在徐行镇，不少企业则遇到了人

手不足、管理困难等问题。

在徐行安新村内，“叮咚买菜”配

送点被周边居民们打趣地称为非常时

期的生活“管家婆”。但“管家婆”也有

自己的烦恼——原来，配送点管理人

手相对紧缺，繁忙配送中容易产生人

员密集、管理混乱等隐患。“我们给‘管

家婆’当‘管家婆’。”徐行镇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介绍，他们为“叮

咚买菜”配送点量身定制了一份整改

清单，指导配送点办理人员临时出入

证、加强人员流动信息统计等。

“开米科技”是徐行的一家清洁消

毒用品龙头企业，1 月底被市政府紧

急征用为重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征

用初期，“开米科技”生产线人手严重

不足，无奈之下，他们向镇政府发出了

紧急支援请求。针对“开米科技”的情

况，镇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立即向

全镇发起志愿者招募，镇经济部门等

多家单位迅速响应，组成多个支援班，

赶赴“开米科技”协助生产，助力企业

度过用工“空窗期”。

在密切关注企业复工稳产的同

时，有的企业还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完成了“二次创新”。位于安亭镇

的上海名冠净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家生产 N95 口罩过滤材料的企

业。复工后不久，经安亭镇大众经济城

协调、区经信委推荐，市经信委决定利

用“名冠”在生产口罩核心材料上的优

势和“三枪”在生产针织棉料上的优

势，促成两家公司“联姻”生产防疫口

罩，满足市场需求。“名冠”由此获得了

产业链前移的机会，完成“二次创新”。

大众经济城还快马加鞭报送材料，目

前已在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对

“名冠”企业执照增加日用口罩的生

产、加工和销售经营范围的认定。

嘉融媒综合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