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2020 年 2 月 14 日 星期五
编辑 唐恩龙 美编 龙滨 校对 胡玉萍

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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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
联防联控抗疫情 政协委员在行动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冯蕾 记者 林立）连
日来，峨眉山市防控抗疫阻击战在全市城乡持
续进行，峨眉山市政协委员们积极参战，有力地
支援了各地防控工作的开展。
2 月 8 日，
峨眉山市政协常委、
民建峨眉总支
主委、
峨眉山市中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学萍前往该公司所在地的九里镇人民政府，
将
30 支体温枪送到了该镇党委书记张洪彬的手中。
“感谢你们送来的这批物资，解了九里镇的
燃眉之急，
真是雪中送炭啊。
”张洪彬感动地说。

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 （刘继忠 记者 常
坚）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眉山市东坡生态
环境局发扬环保铁军精神，全力以赴、多措并
举，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东坡生态环境
局党组冲锋在前，战斗在一线，局党组书记、局
长及局党组成员分别带领相关人员，第一时间
赶赴全区医疗废物产生点和处置点进行现场检
查，
紧盯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全过程。
同时
现场指导医疗机构按规范要求，做好灭菌消毒
工作，现场检查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站）消毒
设施运行情况。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东坡生态环境局组
建了 47 人的党员先锋队、志愿者两支队伍，与
相关人员一道，分三班全天候负责大石桥街道
江公社区 11 个小区的疫情防控包保工作。同
时，该局还在 11 个小区设立“爱心能量站”，开
展抗击疫情、便民生活相关活动。

旌阳交警：
夫妻同心共同抗疫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在德阳市打
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以来，旌阳区有这样一
对“夫妻兵”在不同的岗位上，用忠诚守护一方
平安，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并肩作战。
他们就是：陈明鑫，
旌阳交警大队秩序四中
队辅警；
杨逸梅，
德阳市第五医院护士。
作为一线交警，
守护平安是职责，
陈明鑫以路
为家；
由于武汉疫情严重，
德阳市抽调了部分医生护
士支援武汉，
导致医院人手缺少，
杨逸梅延长了值班
时间。
夫妻俩一个交警、
一个护士，
因为工作的特殊
性，
平常相聚的时间本就比较少，
现在就更少了。
陈明鑫夫妇和很多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一样，
放弃休假，
不计个人得失，
舍小家顾大
家，
将1岁多的孩子交给家里老人照料。
趁着吃饭
的空闲，
与父母、
女儿通个短时间的视频，
安抚父
母、
孩子，
又急忙回到各自岗位上忙碌起来。
“期盼早日战胜疫情，
尽快回到女儿身边。
”
他们坚信，在中央、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一
定会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雪球向私募基金管理人
开放线上综合服务能力
2 月 12 日，投资社区雪球宣布，向证券类私
募基金管理人全面开放线上获客、线上服务、线
上交易能力，为全市场证券类私募管理人提供
集品牌构建、营销触达、产品交易、投研支持一
体的线上化交流交易整体解决方案。
雪球财富事业负责人栾天昊表示，
“雪球社
区此次向市场所有证券类私募机构开放线上综
合服务能力，
通过雪球社区的深度交流形态，
达
到资金风险偏好和基金投资策略的高度匹配，
高
端财富管理的潜力有望得到进一步释放。
”(李华)

疫情好转 A 股热度较高
长期绩优权益产品是配置方向
近期 A 股反弹，不少基金净值逐渐回升。银
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
公募主动股票方向基
金已经率先收复缺口。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主要
是疫情越来越接近拐点，
市场恐慌情绪释放以及
流动性问题得到缓解，
使得市场反弹，
A股长期走
势较好，
新华基金也表示，
在疫情没有进一步恶
化的前提下，
市场仍然会保持比较高的热度。
在
此背景下，
绩优权益产品或仍是较好选择。
银河
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2 月 7 日，
新华基金旗下有 9
只主动权益基金近1年收益率超过50%。 (李华)

知名休闲品牌 Gap 推出
2020 Gap|Disney新春联名系列
知名休闲品牌Gap推出2020Gap | Disney新
春联名系列，
以象征新年的红色为主色调，
融合中
西方文化特色，
舒适面料搭配经典卡通印花，
寓意
以红运美满开启新年。
妙趣享不停，
鼠年我正红，
新
的一年，
Gap陪你一同探索专
“鼠”
红运礼遇。
全新 Gap | Disney 新春联名系列，
融入妙趣
横生的设计理念，
以节庆传统为灵感，
在迪士尼
经典人物米奇米妮造型印花的基础上加入京剧
脸，
窗花剪纸、
鞭炮、
灯笼等中国传统元素，
带来极
具创意的着装体验，
赋予新年更多欢乐！ (李华)

进口购买的总价值近万元的 30 支体温枪，第一
时间捐赠给了九里镇。
目前，九里镇已将 30 支体温枪及时分发至
各村（社区）管控点，对来往人员进行严格的体
温检测，实行消毒杀菌，做好台账登记。与此同
时，九里镇众多的企业都纷纷主动出击，西南水
泥、金顶水泥两家企业分别捐赠了 500 个口罩，
为疫情防控工作
“雪中送炭”。
“在峨眉山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企业的支持和群众的配合下，九里镇的疫情防

控工作更加有力。我们外控输入，内防瞒报，化
压力为动力，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
”
张洪彬满怀信心地说。
目前，曾学萍所在的峨眉山市中山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峨眉山市相关部门复工复
产验收检查，正有序投入生产。
“峨眉山市委、市
政府在抗击疫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政协
委员参与疫情防控义不容辞。”曾学萍深有感触
地说：
“只要政府有需要，我们就愿意出一份力，
与政府一起携手抗击疫情。
”

中江生态环境人筑牢﹃战疫﹄防控墙

眉山东坡区生态环境局：
组建有力队伍抗疫情

原来，
九里镇是峨眉山市的工业重镇，
村组多、
企
业多，排查与防控工作任务艰巨，为了有效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工作，
镇乡决定增加体温
检测点，
而市场上暂时购买不到体温枪。
就在此时，曾学萍主动来到张洪彬办公室，
了解了九里镇在抗击疫情方面所面临的困难。
当得知九里镇急需体温枪时，曾学萍立即动员
民建会员积极行动。民建峨眉总支将峨眉山市
政协委员、民建会员、峨眉山景区建筑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贵昌通过个人渠道，从国外

筑建督查指导墙，夯实环境卫生基础。不
怕困难，做疫情的“逆行者”。1 月 24 日以来，
按照该县指挥部第九组关于全县环境卫生整
治要求，牵头负责对南片 8 个乡镇和助其他
乡镇及城区疫情防控环境卫生整治督查指
导。走村入院抽查，对存在的问题要求乡镇立
即整改，确保环境卫生达到相关要求，为疫情
防控打好保障基础。
筑建监察监测墙，确保疫情期环境安全。
该县环境监察大队、监测站自 2 月 3 日以来，
持续加强医疗废物、医疗废水、集中隔离观察
点和饮用水源地、污水处理厂的监督指导。强

化疫情期间末端废水消毒灭菌，确保达标排
放。各复工复产企业在当前疫情防控的关键
时期，严格履职尽责，认真落实各项防控举
措，坚决遏制因疫情造成的环境次生灾害发
生。
筑 建 党 员 志 愿 先 锋 队 ，践 行 初 心 和 使
命。组织 33 名干部职工到凯江镇西江北路
社区开展“新冠”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动，
充分发挥党员志愿先锋服务作用，让党旗
飘扬在小区院落，消除群众面临疫情的恐
慌 ，切 实 担 负 起 防 控 宣 传 、服 务 群 众 的 职
责。

德阳农商银行助力退伍老兵完成捐款心愿
四川经济日报讯（王尚武 记者 钟正有）打
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以来，德阳市涌现
出了一幕幕感动人心、催人奋进的先进事迹。2
月 10 日，一位精神矍铄的大爷到德阳农商银行
扬嘉正街分理处办理 10000 元现金支取业务，
正当柜员清点完毕交付现金时，这位大爷赓即
制止说：
“我不要现金，我要把它捐给火神山医
院。
”
该行柜员马上联系网点负责人和总行询

问正规的捐款渠道，总行旋即与德阳市旌阳区
红十字会对接获取捐款账号和户名信息，很快
将 10000 元爱心款转至指定账户，并及时向红
十字会报备，
帮助大爷完成了献爱心心愿。
经询问了解，这位大爷姓袁，年近古稀，家
住德阳市旌阳区扬嘉镇青春村 4 组，是一位具
有 40 余年党龄的老党员，年轻时曾是西藏军区
章木边防队的一名班长。袁大爷说，疫情爆发
以来，他们的老战友慷慨解囊，纷纷向武汉等

疫情重灾区捐款献爱心，通过尽自己的一点绵
薄之力祝愿解放军驻武汉火神山医院的全体
战士、官兵保护好身体，完成国家的任务，安全
归来。
该行负责人表示，将把袁大爷的“老兵精
神”转化为金融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具体行
动，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优化信贷审查审
批流程，全力践行德阳农商银行作为主力军银
行的担当和作为，
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

什邡市交警大队：党旗插在防控阻击战最前沿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钟正有）疫情就是
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什邡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党支部率领全大队 203 名民警、
辅警迅速行动、积极应对、全力以赴，充分发挥
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
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庄严
承诺。

凝心聚力、众志成城
精准施策构筑严密防线
该大队党支部在市委、市政府和市局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快速反应，于 1 月 24 日、25 日率
先组织警力对罗汉寺、大王庙等人群易聚集场
所周边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劝返各类车辆千余
辆次，并按照什邡市实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 1 级应急响应措施，
取消全体民警、辅
警的春节休假，确保疫情阻击工作及各项交管
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鼓舞士气，党支部组织 52 名党员民、辅
警重温入党誓词，集结起一支挺身而出、冲锋
在前的“党员模范突击队”，守卡点、巡重点、保
畅通，
全力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科学部署勤务力量，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
路面。加强对交通要道、商业街区等人、车流量
较大路段的巡逻管控，提醒司乘人员及过往群
众不要聚集，佩戴好口罩，劝阻人力三轮车营

记德阳经开区市场监管分局共产党员周军
手术后初愈，2 月底就将退休的德阳经开区
市场监管分局共产党员周军，除夕以来一直坚守
防疫一线。她说：“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最大
的心愿在退休前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
周军 1984 年参加工作就进入工商队伍，一
干就是 36 年，从什么都不懂的小周到了无人不
知的“老大姐”，因为性格豪爽，同事们和经营
户都昵称她“周大姐”。她在基层坚守了 36 年，
不久周军就要从干了一辈子的岗位退休了，然
而，她依旧奋战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
防联控工作的第一线，她说：“我是一名党员，
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
作为一名老党员、周军从来都是闷声不吭地
冲在第一线。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德阳市在除
夕启动了联防联控工作，周军义无反顾地站出
来，她每天早出晚归，一家一家检查辖区的农贸
市场、超市、副食店、餐馆、茶楼等等，哪里都
能看到她的身影，辖区经营户也都认识她，在短
短的 17 天里，她带队共检查农贸市场 36 次、大
型超市 8 次、小超市副食店 50 家、餐馆 65 家、
药店诊所 18 家、检查麻将馆 55 家、网吧 15 家，
签订承诺书 200 余份，贴公告 180 余份；处理各
类举报投诉 20 起，帮助经营户规范台账，在给
他们讲防疫知识的同时不忘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无一疏漏，就像她说的，头上顶着国徽，胸前别
着党徽，只要在岗一天，就要做出一天的贡献，
才无愧于党员的称号，无愧于这份工作，也给年
轻同志做个榜样。
“周大姐在哪儿，我想请她帮个忙。”在市
场监管局经开区分局，常常听到这句话，不夸
张地说，周军是个热心人，辖区工商户的大事
小事都爱找她帮忙。辖区的大小商户，她了解
得一清二楚，哪家证照该换了，哪家营业执照
要做变更，哪家还没年报，她张口就来。除了
业务的传承，她还常常和年轻人交心，传授工
作经验和方法，怎么处理疑难投诉、遇到群众
不理解我们工作要怎么沟通……
目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周军仍然在白
天、晚上带队对辖区经营户进行检查和服务。她
说：“身边的同事，从局长到普通工作人员，很
多人生病了还仍然每天坚守在一线，疫情没有结
束，我还得再继续。
”
刘鑫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肖萍

三项公开承诺
“竹叶青”担起社会责任
加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

四川经济日报讯（夏丽容 记者 钟正有
文/图）自全县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
急响应以来，中江县生态环境局严格按照县
委、县政府和省、市生态环境部门的安排部
署，构筑结实的防疫墙，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生态环境铁军力量。
筑建责任墙，确保疫情期环境安全。及时
成立以局长任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疫
情防控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工作预案》，
细化分解，明确责任，组建疫情防控环境卫生
整治工作队、环境监察监测队、党员志愿先锋
队和后勤保障队。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业行为。同时对超员、超速，电动三、四轮车非
法载客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履行党员义务，主动请缨、冲锋在前，让党徽闪
耀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巡逻二中队中队长周华
兵母亲病重，他毅然放弃照顾母亲的机会，和
敢于担当、率先垂范
同为交警的妻子一起奋战一线。事故中队民警
廖芷强、魏莲君均是外地人且为双警家庭，他
一线作战提升主心力量
们每天坚守岗位，
至今还未归家。
该大队长杨雄斌、教导员李强主动联系客
受党组织感召，事故中队辅警刘承林在这
货运输企业，对运送抗疫物资的车辆提供帮
关键时期向党支部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主动
助，组织民、辅警协助采摘援鄂蔬菜，确保物资
要求到一线卡点参与勤务，他说：
“ 我未婚，让
安全、快速转移。
我先上！”
班 子 成 员 严 格 落 实 24 小 时 带 班 值 班 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抗击疫情，见
度，按照“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的要求， 证勇士忠诚。从交通管控到全力值守，什邡市
有为担当、以身作则，坚持哪里困难，哪里就
公安交警大队全体民警、辅警不分昼夜、临危
有不惧危难的“主心骨”，24 小时轮番坚守在
不惧，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用自己的实际
检查卡点，配合卫健、交通等部门，对过往车
行动，践行了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铮铮誓
辆逐一检查、登记、消毒，全力筑牢防疫第一
言。
道防线。
该大队驻村第一书记张晋对责任村挨家
挨户走访，了解有无疑似人员，同时组织大队
民、辅警为贫困户送去蔬菜、水果等生活物资，
并帮助贫困户采收农作物。

义无反顾、主动请缨
冲锋在前发挥先锋模范
在党支部的组织动员下，该大队党员干部
始终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巩固拓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的实践平台，认真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记者 林立）“非常时
刻，我承诺：今年春茶收购，竹叶青对你们绝不
压价！绝不欠款！ ”“ 非常时刻，我承诺：公
司向社会无偿捐献价值 2000 万的竹叶青峨眉高
山绿茶。
”“非常时刻，我承诺：竹叶青绝不让疫
情导致裁员、减薪！”
正当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
关键时期，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会
长，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常务会长，全国青年联
合会副会长，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唐先洪继 1 月 28 日公司紧急向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200 万元现金支援防控抗疫
之后，于 2 月 10 日公开发布了 《致茶农朋友、消
费者及会员朋友、竹叶青员工的一封信》，主动
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信中说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面对这
场劫难，我深深感受到每个中国人都在参与这场
与病毒的阻击战，更觉得我们企业应该承担更多
责任。1 月 28 日，公司紧急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捐赠 200 万元现金，支持坚守在疫情一线的医务
人员，缓解抗疫前线出现的物资短缺问题。据我
所知，两位新加入竹叶青家庭的川籍代言人——
李宇春、李易峰，也向武汉伸出援助之手，支援
抗疫。
”
为此，唐先洪代表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
有限公司向全社会作出三项承诺：一是今年春茶
收购时，“竹叶青”公司对茶农绝不压价和欠
款。二是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向社会无偿捐献价
值 2000 万的竹叶青峨眉高山绿茶。三是对企业
员工，绝不因疫情而裁员减薪。这三项承诺，表
达了唐先洪对茶农朋友、消费者及会员朋友、竹
叶青员工的真诚关心，也表达了四川省峨眉山竹
叶青茶业有限公司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打赢防“疫”战的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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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经县港鑫影视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荥 经 支 行 开 立 的 基 本 存 款 账 户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账 号
2319616109100083145，核准号：J6773000229002，特登报申明作
废。
●成都青羊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给李威的押金收据
（编号：NO.0001455 NO.0001456,金额：10000 元）遗失，声明作
废。
●兹有法人章胡强（印章编码：5114240011080）遗失作废。
●雅安市雨城区中里镇建新村村民委员会公章（印章编码：
5118025018248）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不慎遗失, 特登报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