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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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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b93@126.com

交通银行全力支持
小微企业抗击疫情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连日来，
交通银行主动对接
新冠肺炎疫情重点保障企业信贷资金需求，
通过开
通授信审批绿色通道、
下调贷款利率、
延期还款、
无
还本续贷等方式全力支持小微企业抗击疫情。
“我真是没有想到春节期间，一笔贷款从我
递交材料到审批通过竟然 2 小时就完成了。”湖南
衡阳利衡医药科技公司负责人感叹说，这是一家
生产消毒制剂的企业，当前资金困难，急需一笔
资金采购酒精，交通银行在主动对接疫情防控企
业金融需求时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组织人
力、克服困难，各部门协调配合，最终该企业获批
30 万个人经营性贷款。
这样的快速放款，
是源于交通银行总行在春节
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的支撑。
据了解，
该行按照银
保监会的要求，
第一时间制定出专门针对抗击疫情
时期，
保障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特殊政策，
如开通普
惠业务授信审批绿色通道，
支持疫情防控相关小微
企业融资需求并给予利率优惠；
对受疫情影响经营
遇到暂时困难的小微企业，
可通过展期、
无还本续
贷、
信贷重组等方式支持企业正常运营等。
为更好地为疫情防控重点企业提供金融支
持，交通银行总行下发了《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信
贷支持名单》，要求各分行对照名单主动联系客
户，提供专人对接、专班管理、专属服务的定向支
持。同时，各分行也成立了专门工作小组，积极对
接所属地市经信委、市科委等政府部门，对涉及
疫情防控的相关企业进行需求排摸，实行名单制
管理，
主动对接客户。
受春节假期延长影响，部分贷款到期的小微
企业无法正常还款，交通银行各分行在总行的统
一部署下，积极主动排摸，采用了延长还款期限、
无还本续贷等方式，
缓解了企业后顾之忧。(范 )

战
“疫”
生产两不误 推动复工稳经济 >>>

防疫复工两不误，逆势而上干劲足——

绵阳江油：
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提振经济活力
当前，江油市全力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市各级各部门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
复产，努力把疫情防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
最低。
疫情之初，江油即派人指导小溪坝粮油收
储站等 5 家粮食加工骨干企业复工生产，并在
2 月 1 日至 6 日累计加工大米 760 余吨并投放
市场，
确保了市场供应稳定。
为了确保疫情防控医疗物资满足市场所
需，早在 2 月 4 日，江油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
导小组和应急指挥部即组织江油启明星氯碱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和万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正式复工，加班加点生产 84 消毒液生产原料
次氯酸钠和双氧水。

复工前，江油相关职能部门安排专人对两
家企业的防疫管理措施、
防疫物资储备、
员工身
份信息等进行了核验核查。
两家企业都建立健全
了疫情防范管理和职工健康报备制度，
对上班员
工每天进行岗前体温监测，
对外来车辆和人员登
记、
测体温、
消毒，
做到生产、
防疫两不误。
同时，公司还制定了很多硬性规定。比如，
分批次就餐、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进厂
区测体温等。
“ 虽然麻烦，但我们感到踏实，大
家都自觉遵守。
”工人涂师傅笑着说。
目前，江油启明星氯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已正常达产，
每天生产次氯酸钠消毒液在 30 吨
以上。万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绵阳、江油、北
川分别捐赠双氧水消毒液 100 吨、
60 吨、
30 吨。

“现在每天双氧水产量达到 320 吨，库存
3000 多吨，为各地防控疫情提供充足保障！”万
利化工质量安全环保部经理邱强说。
据介绍，为确保辖区企业安全、有序复产，
江油市制定出台了企业复工指南、印发《全市
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
案》、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培训、建立企业服务组
等方式，全面提高企业防疫水平，协调解决企
业生产要素，
全力助推企业生产步入正轨。
江油高新区是江油工业发展的主阵地、桥
头堡。2 月 10 日，元宵节后第一天，江油高新区
呈现出复工复产的浓厚氛围。
“高新区邀请市卫健局人员分组对园区企
业开展复工复产卫生防疫措施工作指导和现

攀枝花东区 45 户
规上工业企业恢复生产

宝兴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要求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罗本平 记者 侯
云春）
“要注意多通风，
保证空气流通。
”
“生产加
工设备要及时清洗，加工厂房、职工宿舍、办公
场所等要严格消毒杀菌工作。”
“必须严格做好
员工体温监测，
并记录在册。
”……连日来，
由攀
枝花东区经信局、区卫健局、区应急管理局、区
市场监管局、区生态环境局、区园管会等部门联
合检查组，
“连轴转”前往辖区提出复产申请的
企业，
就企业疫情防控措施、物资准备等情况进
行检查和指导。
据悉，攀枝花东区 62 家规上工业企业中，
已复工复产 45 家。对辖区 165 家规下企业，参照
手册标准尽快推动企业复产复工，同时加强复
产复工后的疫情监管，做到多而不乱、忙而有
序。
目前，
该区正加快开展企业复产复工检查验
收工作，严格标准和审批流程，加强现场指导；
积极为企业协调口罩、体温枪等应急物资，
加强
消毒液等应急物资的保障、分发工作，
全力支持
符合条件的企业复产复工。

攀枝花金融机构
“真金白银”
惠民助企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侯云春）2 月 12
日，
记者获悉，
攀枝花市切实发挥银行机构作用，
建
立银行机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动工作机制，
推出
系列惠民助企金融举措，为抗击疫情提供资金保
障，
帮助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广大经营者渡难关。
开通抗疫资金拨付绿色通道，调配各级国库
部门人员时刻待命，按照“特事特办”原则，以最
快速度拨付抗疫资金。
截至 2 月 11 日，
累计到位抗
疫资金 838.1 万元。建立跨境人民币收支“绿色通
道”，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者办理与疫情防控
相关的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时，无
需事前、逐笔提交单证材料，金融机构可先行办
理、事后检查。工行攀枝花分行确定专人处理社
会各界抗疫捐赠资金 566 笔，
资金达 263.5 万元。
金融机构还打出优惠服务“组合拳”。对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
暂遇困难的企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在信
贷政策上予以适当倾斜，灵活调整还款安排，合
理展期和续贷。截至 2 月 11 日，已为 47 户企业办
理推迟还款、借新还旧、贷款展期、降低贷款利息
等业务，
涉及金额 1114.6 万元。

新网银行为医护人员等 5 类客
户贷款减免利息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魏雯静）2 月 13 日，记
者获悉，四川新网银行拟通过中国光彩事业基金
会公益基金设立四川援助湖北医疗队/医务工作
者关爱基金，定向捐赠 200 万元用于四川省赴湖
北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关爱与救助。
此外，为减轻受到疫情影响的相关人员的还
款压力，四川新网银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
者、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影响被隔离人员、
奔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救治一线的医护人
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护、救治工作提
供重要支援的其他相关人员、受疫情影响暂无收
入来源的客户群体等 5 类人员，采取贷款延期还
款，贷款利息、罚息减免，征信逾期豁免等措施，
为疫情相关人员减少后顾之忧。

德阳旌阳区交警大队民警
疫情时刻显大爱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为了有效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按
照“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德阳
市旌阳区交警大队民警罗庆军第一时间主动请
缨要求放弃春节休假参与一线防控工作。
疫情就是警情，防控就是担当，罗庆军牢记
作为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始终战斗在战“疫”第
一线，放弃休假，连续奋战，积极配合卫生部门的
检疫工作，用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不怕苦、不怕
累的精神，
践行着人民警察的责任担当。
在疫情面前，交警所肩负的不仅仅是交通本
职工作，更多的是防控的坚守。1 月 27 日接到在天
元宗越福特 4S 店门口设置疫情防控卡点的指令
后，他立即奔赴现场，第一时间收集路段、路口的
交通流量情况，并积极建言献策。对卡口节点具
体情况他都了然于胸，对中队参战民辅警讲授巡
逻盘查的技能和个人防护要点，激励和动员参战
民辅警，
坚决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
年前，
罗庆军的父亲被确诊为胃癌，
刚做完手
术，
此时正值
“春运”
高峰期，
就在老人住院需要他
照顾的时候，
他毅然决然舍小家为大家，
选择了坚
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没有把这些困难向组
织汇报，
也没有因为病重的父亲向单位请假，
始终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
奋战在战
“疫”
第一线。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需要他的时
候，在人民群众需要他的时候，他坚守岗位、尽职
尽责，他是好样的。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国家、
责任、奉献”在自己心中的分量，其全心投入的工
作热情，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染着身
边的每一个人。

场核查，从消毒、防疫物资储备、体温监测、人
员摸排、防控预案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指导。”
江油高新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做好防控
工作的前提下，高新区全面抓好企业复工准
备、复工审批、现场巡查等工作，并成立了企业
指导工作组，指导各企业在做好防疫的基础
上，
迅速开展复工复产工作。
江油高新区还根据企业需求，为企业协调
消毒液 5370 公斤、提供测温枪 3 支、发放口罩
2000 余个，
同时向企业提供多个口罩货源渠道。
据统计，截至目前，江油高新区已有 27 家
企业经批准后开始恢复生产。全市 82 户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复产工人 6077 人。
雷兴双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任毅 张宇

彭山成眉园区企业复产75％以上

登记管理
四川经济日报雅安讯（桑锦 记者 庄祥
贵 文/图）为切实保障宝兴县内拟复工复产
企业、参建单位陆续有序复工，
宝兴县已成立
疫情防控期间灵活安排有序组织项目和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并于 2 月 10
日印发了《宝兴县企业（项目）复工复产须
知》、
《复工复产流程图》，助力县内企业有序

复工复产。
《须知》要求，
拟复工复产企业、参建单位
必须要做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建立到位；复
工复产实施方案及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制定到
位；
员工动态排查到位；
防控岗位及装备落实
到位；环境防疫消杀到位；防控物资储备到
位；
信息沟通衔接到位；
安全、消防、环保等相

关检查到位。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宝 兴 县 内 拟 复 工 复
产企业、参建单位在复工复产前在严格落
实《须知》同时，必须按要求进行自查，提出
申请，由主管部门再次确定审查，报相关部
门备案，才能复工复产，并按要求做好日常
防控工作。

降低茶农损失 川茶集团启动早茶采摘
四川经济日报宜宾讯（王春艳 罗勇 记
者 杨波 侯云春）2 月 12 日，川茶集团金秋
湖茶叶基地，茶农戴着口罩采摘茶叶；加工
车间里，工人穿戴着洁白的工作服有条不
紊地将茶叶装袋。2 月 8 日起，该集团已正
式复工。
川 茶 集 团 积 极 保 障 原 料 茶 收 储 ，切 实
解决茶农销路问题，努力降低茶农损失。主
动与地方党委、政府、专合社、村两委合作，

积极动员茶农开展早茶采摘，同时由集团
有序组织党员志愿服务队和茶叶专家技术
团队对其基地建设、茶叶采摘等技术关键
技术开展指导服务，同时加强茶叶质量安
全监测预警，禁止不合格鲜叶、茶叶产品进
入市场。
同时，川茶集团有序组织车间一线员工
复产复工，采取“分散用工 交叉作业”等方
式，
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的保障生

产工作的保质保量进行；有序恢复线下销售
门店营业，
加大线上电商平台推广，
努力消减
库存，
最大程度促使资金回笼，
同时积极与银
行对接申请更大力度的金融支持。
此外，
为做好疫情防控，
川茶集团取消了
各类线下茶事活动，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发布茶产品信息，大力开展“天府龙芽”
和“宜宾早茶”及企业品牌“叙府龙芽”等区域
品牌等茶叶特色品牌线上宣传。

“一对一”党员服务 宜宾临港经开区 51 家企业有序复产
四川经济日报讯（张航 曹洋 记者 杨波）
2 月 14 日，记者从宜宾临港经开区获悉，截至
2 月 11 日，聚集了宜宾市主要新兴产业生产
制造企业的临港经开区，已有 51 家企业复
工，
其中规上企业 38 家。
“复工复产企业主要涉及智能终端、新能
源汽车、轨道交通、新材料等四大产业。
”据介
绍，临港建立了复产复工“一对一”党员服务
小组，
将筹集到的口罩、酒精、消毒液等物资，

根据轻重缓急分批落实相应的应急物资到企
业。
“智能终端产业作为宜宾市重点发展的
八大高端成长型产业之一，有序复工复产对
宜宾市经济发展也尤为重要。
”临港经开区经
济综合服务局工业和军民融合处处长罗洪超
介绍，
针对防疫期间企业的复工复产，
临港经
开区制定了企业必须做到的“六必须”，即防
控体系必须到位，
人员管理必须到位，
设施物

资必须到位，
内部管理必须到位，
应急管理必
须到位，
“日报告”
制度必须到位。
目前，朵唯智能云谷 15 条生产线已恢复
生产，截至 2 月 10 日，有 800 多名员工到岗。
“订单受疫情影响较小，
目前我们正结合疫情
防控的要求来做生产计划和生产班线的安
排。”四川朵唯智能云谷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副总裁卢平表示，
“现在整体的运行情况
正常。
”

峨眉山市
“三防三保”确保复工复产有序推进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记者 林立 ）一手
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复工复产。连日来，峨眉
山市坚持“两手抓”
“ 两不误”，做好“三防三
保”，确保全市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截至 2 月
11 日，全市规上企业复工复产 31 家（其中 6
家春节期间未停产），
复工率达 44.29% 。
据了解，
为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要在做好
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
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的指示，峨眉山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要求企业要在严格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开齐生产线，抢占市场先
机，
为疫情防控和峨眉山经济发展多作贡献。
相关部门、乡镇（街道）要指导企业做好疫情
防控，
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
有序组
织企业复工复产。
在有序推进复产复工的工作中，峨眉山
市相关部门积极行动，团结协作，主动作为，

努力做到
“三防”
“三保”。
“三防”：一是人员防控。
全面排查全市规
上工业企业员工，对与湖北籍人员有过接触
的员工进行居家隔离，并上报峨眉山市防疫
指挥部。
对未停产和已复工复产的企业，
要求
企业全体人员每天监测体温正常后方可进
厂，上岗必须佩戴口罩。二是场地防控，要求
复工复产企业要提前对厂区办公场所、人员
聚集场所的设施、设备进行消毒，
员工食堂要
采取分散就餐或盒饭供应，
减少人员聚集。
三
是程序进行防控，要求拟复工企业必须向主
管部门或乡镇（街道）备案，满足复产复工条
件，
接受核查后方可复工。
“三保”：一是保重点行业生产。
疫情防控
必需、城市运行和企业生产必需、群众生活必
需、重点项目建设、重要国计民生相关的企业
优先复工复产。二是保要素。协调电力、通讯

部门做好复工复产企业的电力、通信保障。
及
时收集复工企业生产情况及生产销售过程中
的困难，
如原材料储备、产品销售运输等方面
存在的问题，积极协调解决。三是保防疫物
资。
帮助企业积极协调做好口罩、手套、药品、
器械等防护用品保障工作。
据悉，峨眉山市共有 70 家规上企业，目
前，己有峨眉山市通惠药业、新希望六和饲
料、特驱饲料、福兴食品、康源食品、登尧机
械、兴德环保、驰骋机械等 31 家规上企业和
金林药业、峨眉雪饮料、清泉水业、龙泉机械、
川江茶机、海明食品、百耀工业服务公司等
15 户规下企业恢复生产。农夫山泉饮料公
司、农夫山泉饮品公司、峨胜水泥、佛光水泥、
川投峨铁、金陶瓷业等 6 户规上企业春节期
间未停产。其余企业将视疫情稳定情况有序
复工。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张松 罗端 记者 常
坚）自 2 月 10 日起，位于眉山市彭山区的成眉新
能源新材料园区的企业按照“分类分时段，
有序
自愿”
原则陆续复工。
据悉，
为了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成眉新能
源新材料园区管委会对园区内企业、工地、项目
逐个走访，
实行“点对点”
“一对一”服务，
逐渐摸
清了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走访，
我们发现企业主要存在防疫物
资储备不足，
如口罩消毒用品设施、员工返岗人
员不足、企业原料产品运输不畅等问题。”该园
区管委会项目服务中心常务主任陈利军表示，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企业诉求，园区管委会做
到“一人一企”专项服务，为企业正常运行创造
条件，
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 该园区复产企业九户，复产率达
75%，到岗员工 865 人，企业产能恢复度达 65%
以上。

荣县工业园区8户企业复工复产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蒋兵 记者 陈家明）
“杨师傅，过来测体温了。”时间指向 10 点 28 分，
两名后勤女士走进车间，
一人拿体温测试仪，
一
人拿登记本。
“35.8 度，正常。另外领取 5 个口
罩，请签字。”副总兼总经理助理杨耀洲告诉记
者，
工人早上上班时要测试一次体温，
中途后勤
人员还要在车间流动测试一次体温，下午下班
时再一次测试体温，
生产和疫情防控都不敢松。
这是 2 月 12 日，记者与荣县经开区副主任
张模宣走进荣县工业园区东方气体设备有限公
司采访时看到的场景。
张模宣介绍，
除了对工人测试体温外，
每天
对厂区还要进行消毒，做到复工生产与疫情防
控两手抓，
经开区也落实了专人每天督促检查。
截至 2 月 12 日，工业园区已陆续复工的有
荣县阳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自贡市新星源食
品有限公司、自贡东方气体设备有限公司、荣县
文锋机械有限公司等 8 户企业。

简阳港通开足马力
生产负压病房零件
四川经济日报简阳讯（叶雨舟 杨继华 记
者 汤斌）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简阳
市港通集团充分发挥自身技术和产品优势，开
足马力加大生产能力，为尽快打赢这场新冠肺
炎疫情阻击战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简阳
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目前，设备带将近赶了 420 条，净化门将
近 100 套。后期的任务还很重，会根据订单情况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确保医院的需求，
为这次抗
疫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简阳市港通集团生
产管理部经理施文聪说。
负压隔离病房是指病房内的气压低于病房
外气压的病房，
可以有效降低交叉感染，
最适合
治疗传染性强的呼吸道疾病病人。而作为具有
负压隔离病房相关配套设施生产能力的简阳市
港通集团，
在新冠肺炎“战疫”打响后，
便第一时
间召回员工，并积极响应一线医院提出的临时
改建方案，
尽全力满足用户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