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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防控 复生产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屠以
撒 通讯员 华建平） 一手严
抓疫情防控，一手紧抓复工复
产。连日来，跃龙街道一批规上
工业企业按照街道的统一部署，
有序做好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两
不误。目前全街道 60多家规上企
业已投入复工复产，组织员工开
足马力赶订单。

昨日上午，记者在宁波中天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大门前看到，
前来上班的员工首先要接受体温

检测，双脚鞋底消毒，确保口罩
规范佩戴之后才能进门打卡上
班。复工前，该公司全面排摸了
外地留守员工和本地员工，严格
做好职工进厂上班每天2次体温检
测与鞋底消毒，并对生产车间和
厂区周边每天用消毒水喷洒。目
前公司员工到岗率已达到80%，员
工们满怀信心投入生产，全力完
成生产任务。

企业复工复产后，食堂作为
人员密集场所，将成为企业防疫

管控的内部风险点。为更好地落
实防疫措施，该街道第一注塑模
具、万安股份、跃飞模具、海成
压铸、美琪工具、乐星电器等一
批复工企业在用餐制度上进行重
新制定，将所有员工分成几个批
次就餐，全面实现错峰用餐，减
少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接触。就
餐的员工一人一桌，饭菜实行盒
装，并在洗手的地方放置了消毒
洗手液等。

据了解，作为中心城区的跃

龙街道拥有3000余家工业企业，3
万家服务业经营单位。面对当前
疫情关键时期，辖区要求复工工
贸企业较多的实际情况，街道审
时度势，推出多项服务举措，迅
速组织力量，分成 20个复工企业
服务组，每天马不停蹄对复工企
业进行审核。目前全街道工业和
商贸企业复工生产有序推进，进
展顺利。

跃龙街道：规上企业复工防疫两不误

本报讯 （通讯员 戴一 张
春涛） 近日，一市镇因疫情积压
的水产品逐渐恢复出塘采挖，镇党
委政府多措并举帮助养殖户解决
用工难、销售难问题，受到群众好
评。

据悉，在疫情发生以来，针对
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等主要支柱产
业面临的用工难、销售难等问题，
一市镇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建
立镇“三复”领导小组，充分排摸水
产养殖基本情况，多次赴现场开展
调研，并数次组织镇内种植大户、
养殖大户、购销大户开展复产复工

协调，了解信息，对接需求，解决问
题。

帮助养殖户打开水产品销售
市场，是一市镇党委政府为养殖户
们考虑得最多的一件事。一市镇
周边地区如三门、象山等地，往年
与一市的市场联系紧密。疫情发
生后，三门等地的购销户不愿来，
一市的水产品出不去，销售链被中
断。为此，镇党委政府急农户所
急，多方联系当地政府部门，着力
沟通协调，帮助养殖大户及时恢复
与三门等地的市场联系，并着力拓
展新市场，积极营销一市水产品。

此外，一市镇还设法打开全国
销售链。镇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积
极联系对接各地商会，帮助种养殖
大户在全国范围内开拓销售市
场。因为疫情原因，全国各地卡点
较多，对水产品物流影响不小。为
此，一市镇党委政府多方运作，帮
助养殖户建立健康信息，办好相关
证明手续，打通甬台温及福建等地
的物流关卡，确保一市水产运得
出、卖得出。同时，为了有效缓解
销售难问题，积极推荐品质优良的
一市水产品，一市镇积极谋划组
织，通过制作水产品海报推介、线

上销售、网红直播等多种手段向外
界多渠道推广销售，帮助农户解决
实际问题。

除了销售难，用工难也是个大
问题。水产养殖大户原来的小工
因为疫情原因，不愿出工，造成许
多养殖大户请不到小工。了解到
这个情况以后，一市镇积极与用工
方的当地政府沟通协调，通过兄弟
乡镇协同做工作，为小工们加强健
康保障，消除思想顾虑，切实解决
用工难问题，着力为复产复工中的
农业大户排忧解难。

一市镇:多措并举做好农业复产

本报讯 （记者 潘璐璐 通
讯员 周如歆） 2月11日开始，桃
源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大厅正式营
业，早上 8点到下午 4：30，5个窗口
同时开放，受理企业复工初审业
务。“每天来大厅办理复工的人次
在 150人左右，在做好防疫工作的
同时，尽力提高受理速度和效率。”
桃源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负责人
说。

记者看到，办事大厅门窗全

开，保持场所内空气流通，进入中
心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个人信息、
测体温，服务台上还有酒精、洗手
液等消毒用品。为了方便企业填
表，大厅内另外开辟了书写区，同
时撤掉部分桌椅，使人员之间保持
安全距离。大厅的东侧开辟了一
间临时用房，每天都有医生值班，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岗前可以在此
进行免费的核酸检测，检测无异常
经同意后方可上岗，加快了企业复

工进度。
“我们公司是做广告策划的，工

作人员都是宁海本地人，身体状况都
好的，应该能很快开业吧？”宁海缑城
现代广告策划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宇
航将服务业复工备案表交给工作人
员，同时快速介绍了企业的用工情
况。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材料，并为
他一一指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并告
知，只要人员健康、手续齐全、物资备
齐，马上就可以复工。

每天下午，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结束营业后，街道应急小分队的值
班人员为大厅进行当天的第三次
消毒。随后，街道的 5组人员又转
战各家企业，加班加点赴企业开展
现场核查工作，确保企业复工高效
有序开展。截至昨日，桃源街道已
有 82家规上工业企业、547家规下
企业、900家服务业企业复工。

桃源街道：开足马力保复工进度

本报讯 （记 者 潘 璐 璐
通讯员 惠晓阳） “多亏镇里
组织农资店恢复营业，地里100多
亩的西甜瓜不仅能种上，还能施
上肥了。”近日一大早，长街镇农
业线工作人员赴上塘村蔡道飞家
庭农场开展复工检查。农场负责
人正在组织瓜农有序恢复生产，
大家戴着口罩，各自间隔开来，

在大棚里忙着播种秧苗。
大地回春，农事渐起。眼下

是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也是春
耕生产的好时节，作为农业大
镇，长街镇在认真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严格按照上级要求，采
取“四制”措施，有序动员农资
供应市场复工复产。辖区内所有
需要恢复经营的农资门店，均实

行备案登记制度，并签署《防疫
承诺书》，确保主体责任履行到
位。每一位出入经营门店的农户
都需要登记个人信息，实行台账
常态化管理，确保准确把握人员
流动情况。所有农资门店均要求
开展测温消毒常态制，门店经营
人员每日开工前需测温登记，对
室内环境进行消毒灭菌。出售的

农资要进行登记，参与配送物资
的车辆和人员也要进行登记，管
理好农产品物流信息，建立健全
安全追溯系统。据统计，截至目
前，长街已有 18家农资经营店开
张，符合规定的农资经营店还会
陆续恢复营业，为广大农户做好
春耕备耕工作提供有效服务。

长街镇：农资市场复工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 （记者 章莉） 面
对严峻疫情，我县医务工作者积极
响应党中央号召，主动请缨驰援武
汉，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他们的

“逆行”，牵动着全县人民的心。
昨日，县妇联、团县委和县农

业农村局走访了驰援湖北医护人
员家庭，向医护人员家属了解驰援
人员在一线的工作、生活情况，询
问家庭有什么困难。援鄂医务工
作者临危受命，舍小家而顾大家，
夜以继日为抗击疫情默默奉献，家
中父母、爱人、儿女顾全大局，无条
件支持和理解家里的医务工作
者。慰问人员感谢家属对医护人

员的支持，表达了对这些家庭的关
爱之情。

走访中，县妇联还整合一批家
教资源，向一线抗疫人员家庭子女
提供早教课程、线上线下书画公益
课程等免费服务，以公益行动做最
美逆行者们的后盾。此外，县巾帼
创业创新促进会、宁海县梅林何氏
食品加工店为援鄂医务人员家庭
送去了价值近一万元的慰问物品
和何小桃福寿食品礼盒。振宁牧
业捐赠爱心鸡蛋 1000余斤，并为
援鄂家庭实行土鸡蛋“周送制”，每
周每户送上10斤土鸡蛋。

你在前方战“疫”，我们后方守护

我县为援鄂医护人员家属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 娄伟杰 通
讯员 赖颖薇） 近日，由联合国
人居署主办，以“城市机遇：文化与
创新的联系”为主题的第十届世界
城市论坛（WUF10）在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圆满闭幕。岔路镇花堂
村葛家大院（里份大道地）复原性
设计、下畈村参与式规划信息系统
试点项目两项成果参加展出，并以

“信息技术支持包容性乡村规划”
为案例，介绍了中国地方在推进落
实 SDG11 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受
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在本次论坛中，中国可持续发
展研究会人居环境专业委员会、国
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经济参考报等单位联合主办
了“共筑未来，中国有我”的主题展
览，向参会代表展示了中国在实践
联 合 国 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 11
（SDG11）“建设包容、抵御风险、可
持续的城乡住区”中的经验成果与
积极探索。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以及俄罗斯、挪威、法
国、马来西亚等国际组织和相关国
家代表，参观了中国可持续发展展
区，并表达了合作意愿。

据了解，岔路镇下畈村将按照
规划适时启动工业化农房改造，花
堂村葛家大院（里份大道地）将按
照电子模型进行复原性修复。

第十届世界城市论坛闭幕

岔路两项包容性乡村规划设计项目参展

每年2月到4月是海苔的采收旺
季。昨日上午，强蛟镇王石岙村的村
民们正在避风塘滩涂上抢采首批海
苔。受疫情影响，该镇海苔专业合作
社日前复工，并积极组织周边渔民抢
收海苔，把损失减到最低。据了解，
海苔是该镇海产品系列经济产业之
一，在王石岙、峡山、加爵科等村有
着200多年的历史。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吴立高 摄）

首批海苔开采

各用人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企业用工、求职服务工作，

现就开展宁海县企业用工需求集中发布事宜通
知如下：

一、发布企业范围
全县有用工需求的所有企业。
二、企业用工需求申报办法及发布方式
（一） 企业登录宁海县就业网 （http://

60.190.49.114:19001/jy_index.html），自行申请
招聘信息登记，经审核后在宁海人社局官网和
宁海新闻网、《今日宁海》等发布招聘信息。

（二）简单申报办法，急需用人的企业提供
招聘信息,发送至电子邮箱 nhxjyzx@163.com，
经审核后在宁海人社局官网和宁海新闻网、《今
日宁海》等发布招聘信息。

（三）需要参加宁海县人社局“线下不见面
招聘会”（2020年2月19日起，地点国际会展中
心A馆）的用人单位，请提供海报内容并注明
参加该活动，发送至电子邮箱 nhxjyzx@163.
com，经审核后在国际会展中心A馆现场设摊发
布信息。停办时间另行通知。

三、有关要求

（一）企业应做好用工需求内容审核工作，
发布内容必须符合《就业促进法》等相关劳动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出现就业歧视等违反劳动
法律法规内容。

（二）鼓励多渠道、多措施、多形式解决企
业用工需求。

（三）疫情当前，鼓励、倡导全社会共挑重
担、资源共享，众志成城打赢这场防疫战。

咨询电话：65582346 59979536
宁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开展宁海县企业用工需求集中发布的通知 大鱼馆餐饮
宁海味道 匠心铸就 品牌老店 不忘初心

老缑城文化主题餐厅（三店宁昌路86号) 美食热线：65222666
大鱼皇府至尊店（北斗北路289号） 美食热线：25595555
会展中心海鲜城(金水路333号） 美食热线：13216687777
竹口桃源店（科技大道2号） 美食热线：13023775888 18888695558 15336660229新正企业

求购厂房

本公司有一条电泳漆流水线（含除油、磷化
工艺）对外承包。可加工1.1×0.7m五金产品
有意者请联系：15088808572 尤先生

18067178999 王先生

电泳线对外承包 宁海县公路运输有限公司

66928888 13732136971（微信手机同号）

商务公务包车（6座、20座、16座、39
座、45座、53座、60座、70座）

（上接第1版）
据悉，宁海实体企业有 15000

多家，截至 2020年 2月 19日，全县
累计实际复工数6426家，其中工业
企业已复工3583家，服务业企业已
复工 2706家，农业企业已复工 117
家；工程建设项目已复工20个。

暖招实招纷纷出台
与此同时，为全力支持企业抗

击疫情，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我县
纷纷出台暖招实招，贴心服务企
业，最大程度解决困扰企业复工复
产的“拦路虎”。

2月 10日，我县制定出台《关
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帮扶中小
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意见》。这

“20条”分别从加大降本减负、金
融、外贸出口、企业用工支持等几
个方面入手，降税费、强融资、优服
务，切实帮助企业减负担、渡难
关。在暖企“20条”指导下，我县相
关部门加大综合服务力度，全面提
升服务效率，坚持做到特事特办，
助力相关企业复工复产。近日，农
行宁海县支行在了解到我县某医
用包装企业存在的困难后，积极为
其申请贷款利率优惠，解决了资金
难题。“这笔资金就像一场及时雨，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受惠企业
负责人表示。

“企业物资有限，开工以后如
何持续地保障口罩消毒液的供
给？”“使用后的废弃口罩如何处
理？有没有统一的标准，或操作方
案？”“食堂的防疫管理有没有标准
要求？”……面对企业复工高峰，不
断有企业前来咨询相关问题，县企
业服务中心（8718宁海平台）工作
人员均一一耐心解答，给不少中小
企业负责人吃了定心丸。据悉，为
保证企业员工人身安全和正常生
产秩序，企服平台通过微信、QQ、

电话、短信、官网等方式，将防疫宣
传、复工操作流程及时传达至企
业，并形成有效的跟踪检查手段，
确保企业复工临近期间按照国家
政策规定合法、合规、有效、有序地
开展工作。了解到企业防疫物资
紧缺问题，平台自 1月 25日开始，
通过多方联动，地毯式搜索一切资
源渠道，配合乡镇街道、园区为企
业提供一次性医用口罩、额温枪和
消毒液等疫情防控急需物资，并组
织企业预订申购，解决企业防疫物
资紧缺的问题。

与此同时，我县整合企业复工
应急组和“三复办”力量，成立企业
复工复产指挥部，开通 65577557、
65577667 两部热线，下设综合一
组、综合二组、物流协调组等 10个
工作组，抽调县人大办、县府办、县
政协办、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
人力社保局、县交通局等多个部门
的 53名干部，帮助企业解决在复
工复产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2月12日晚上18时，在企业复
工应急热线电话正式向全社会发
布后，指挥部工作人员立刻对第一
批咨询电话进行分类交办。对于
宁海鸿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等两
家要求急需复工的企业，桃源街道
连夜组织人员进行现场走访、核
实，当晚作出同意复工决定，成为
全县首个以超常规速度高效解决
企业复工问题的单位。截至目前，
企业复工应急热线电话共接受企
业求助问题超过 760件，办结率达
到100%。

企业增强战“疫”意识，实施
“硬核”防疫措施；相关部门多项措
施鼓励企业复工复产，研究相关扶
持、奖励和激励政策，协调解决企
业诉求……我县政府企业两边齐
动，为全县经济运行平稳开局提供
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