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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让企业复工复产轻装上阵
疫情期间，赣州市委、市政府

坚持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
抓”，市、县党政领导和全市上下广
大干部职工坚持一线工作法，下沉
企业，指导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中
央、省、市精神，有序有力推进工业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自 2 月 10 日启动企业复工复产以
来，仅用了17天，全市2168户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就达到99%，
实现应复尽复；截至3月4日，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员工返岗率突
破100%，90%企业产能基本恢复正
常；3 月 12 日，高压用户日用电量
达到上年 12 月（全年用电最高月
份）日均用电量的95%，标志全市工
业生产全面恢复正常。

及早谋划
让企业复工复产有规可循

2 月 8 日编制印发了《赣州市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操作指南》，明
确了工业企业复工条件、报备程序
及复工后的疫情防控要求等，及时
发放到每户工业企业，并通过各类
媒广泛宣传，全市工业企业复工有
规可循。此后根据疫情变化情况，
2月17日起取消企业复工复产的批
准手续，改为备案管理，同时加强
对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
指导和监督。

分类推动
让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有力

1月31日，印发了《关于组织做
好全市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及工业
企业复工工作的通知》，先行组织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居民生活必须
品和水电气保障企业提前复工生
产。尤其是对纳入上级防疫应急
物资调度的企业，市、县工信部门
联合向企业派驻厂代表工作小组，
推动企业复工生产。2月14日，在
疫情正值顶峰期间，率先提出分区

域复工目标：2 月 20 日之前，疫情
“轻”的县（市、区）规上工业企业复
工率不低于90%，“较轻”的县（市、
区）不低于70%，3月1日前全市规
上工业企业全部复工。2月25日，
市工信局又适时根据形势变化，印
发了《关于全面推动工业企业恢复
生产稳定经济发展的通知》，将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重点调整为帮助
企业恢复生产，提出3月初企业员
工返岗率要达到 90%以上，80%以
上企业恢复正常产能。

强化帮扶
让企业复工复产轻装上阵

各县（市、区）在企业提出复工
申请后，即向企业派出驻厂员或工
作组，帮助企业解决复工中疫情防
控、物资运输等困难和问题。深入
开展“千名干部帮千企，防控疫情
促生产”帮扶活动，2月20日，印发
了《“千名干部帮千企，防控疫情促
生产”活动联点帮扶工业企业工作
提示》，指导每位帮扶干部帮助企
业做好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工作，
让帮扶落到实处。3月13日，印发
了《关于组织全市工业企业使用金
融服务平台深入开展融资对接活
动的通知》，组织全市工业企业使
用江西省小微客户融资需求服务
平台申报融资需求，并合同金融部
门宣传推荐赣州市疫情防控创新
信贷产品。

破解难题
让企业复工复产平稳顺畅

针对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
的上下游配套、员工返岗、物流运
输、防疫物资保障等难点问题。一
是因企施策，实施点对点服务。先
后协调解决了青峰药业上游包装
企业复工和员工返岗、章源钨业上
游气体生产企业、华能瑞金电厂石
灰石产品运输、赣州酒业消毒液装

运等一系列个性问题；二是抢抓大
量原省外务工人员无法返岗的窗
口期，组织乡镇、村组主动对接有
订单、有市场、规模大的企业，上门
宣传，广泛动员员工就地上岗。疫
情期间，全市企业招工明显好于往
年，员工返岗率始终保持全省第
一；三是出台政策，鼓励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生产口罩等防护用品，奋
战1个多月，全市已有39家企业口
罩生产线投产，日产能突破450万
只，实现自产自保，有效解决了因
无口罩生产企业而导致防护用品
异常紧缺的大难题，为企业顺利复
工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加强调度
让企业复工复产有责有为

2 月 1 日起，安排专人对每天
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居民生活必须
品和水电气保障企业复工情况进
行调度；2月11日起，对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实行日
调度；2月13日起，实行日通报。2
月13日，派出4个督导组前往重点
县（区）督促指导各地企业复工情
况；2月19日，安排5个督导组开展
员 工 返 岗 专 项 调 研 督 导 ；2 月
23-25 日，再次对部分重点企业运
行情况专项调研指导，掌握分析工
业经济运行动态。

涌现一批
典型经验做法

龙南县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展
现担当意识。龙南经开区将管控
区域划分为13个网格，每个网格由
1 名县处级领导牵头负责，2 月 10
日-13日4天就帮助了26家工业企
业复产复工，10天内不少重点企业
产能就基本恢复正常。因该县党
委、政府勇于担当、果断决策，不仅
帮助辖区内企业快速恢复产能，还
成功引进了投资50亿的恩佳智能

科技等10余个电子信息、智能装备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赣州经开区出实招破解企业
用工难题。受疫情期间人员流动
受限影响，赣州经开区企业面临较
为严峻的招工问题，但该区坚持问
题导向，迅速出台了招工宣传补
贴、招工用工补贴、一次性吸纳就
业补贴、以工代训培训补贴等27条
招工用工补贴政策和激励措施。
同时，在赣州人事人才网等平台通
过滚动、置顶等方式持续发布 179
家企业用工信息，发布职位数2830
个，岗位11948个，线上招聘页面浏
览人次近42.9万人次，参与求职者
4847 人，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之

“渴”，促进了企业复产达产。
全南县网络备案提升工作效

率。该县企业备案申请全部通过
扫描二维码，填写防疫物资准备、
复工方案等信息申请，县工业企业

防控组接收到申请后立即组织防
疫小分队到企业现场指导，极大的
提高了工作效率。

龙南骏亚集团“四步走”战略
实现复工行稳致远。龙南骏亚集
团在龙南区县对点精准帮扶下，在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构建
了一套打赢抗疫攻坚战的四步走
战略：第一步防疫，成立领导小组、
驰援疫区、储备大量防疫物质；第
二步复工，分批复工、产能有序恢
复；第三步招工，乡镇驻点招聘、招
工数量先人一步；第四步稳工，奖
励政策、医、食、住、行面面俱到。
从 1 月 26 日建立龙南骏亚防疫领
导小组，到2月25日通过省检查组
验收，整整30天，在龙南区县防疫
指挥部的全力帮扶下，龙南骏亚在
四个关键流程节点（防疫、复工、招
工、稳工）做到了行稳致远，步步领
先。 （金婉）

抚州市工信局自牵头成立物
资保障组以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牢固树立

“宁可严一点，不可松一毫”的理
念，以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落实各
项工作，突出重点、深入细致的开
展防控物资保障工作。

公开透明
积极组织捐赠

以“四轮驱动”的底气聚八方
合力，让供应再提升。为守好抚州
市防疫物资生命线，市工信局汇聚
力量、共同努力，通过向上级争取
省拨物资、接受捐赠物资、采购防
控物资、企业复工复产转产四轮驱
动，形成物资供应合力，破解物资
保障难题。一是强化沟通协调，继
续争取支持。继续加大向上争取
力度，加强与省直相关部门的衔
接，市工信局成立了联系小组，专
门负责与上级部门沟通协调；二是
拓宽采购渠道，保证物资供应。在
全国防护用品告急的情况下，采购
组集思广益，通过联系省内进贤县
医药企业、省外乃至海外企业，扩
宽物资采购渠道，缓解了应急防护
供给紧缺情况；三是积极组织捐
赠，做到公开透明。整合市红十字
会、市慈善总会、市工商联等多方
力量，通过积极组织爱心企业捐赠
等方式加大防控物资供应力度。

同时，对捐赠物资入库情况每日进
行公示，对捐赠物资配给情况每七
日进行公示。

创新工作机制
细化人员分工

以“精心绣花”的功夫施精准
之策，让保障更高效。面对来势汹
汹的疫情，市工信局把物资保障工
作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要政治
任务，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击疫
情的战役中，冲在前列，干在实
处，扛起最严责任，全力担当作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方面，建章立制，有效保障工作
有序开展。制定《临时仓库存储
规章制度》、《防控物资仓储工作
人员考勤制度》、《防控物资仓储
工作人员检查制度》；创新工作机
制，细化人员分工，实施有人统筹
协调、有人发放物资、有人统计数
据、有人值班值守的“四有”的工
作机制。同时，在防控物资存放
处系统科学地划分了“一线两点
三区”，即出入库线、物资领取点、
物资入库点、办公区、仓储区、就
餐区，有序科学地开展防控物资
收储；另一方面，边干边学，科学
管理中展现收储效率。结合单位
大数据的优势和所学知识，年轻
干部们开发出“防控物资管理系
统”，通过数字化管理物资，物资

情况一键查询，大幅度提升了工
作效率，加快了物资调配和流通
速度。

全市规上企业
全部复工

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打收官
之战，让抗疫更有力。疫情还未结
束，战况依旧严峻，接下来，市工信
局将一如既往严格标准，决不马虎
变通，一以贯之高度负责，决不浮
于应付，一丝不苟认真较真，决不
投机取巧，以更大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坚守抗疫生命线。一是复工扩
产转产，自产自保。截止 2 月 27
日，全市868家规上企业全部复工，
复工率达到100%。截至3月18日
全市企业复工人员 85326 名，复工
人员上岗率72.4%。全市上年度营
收超 10 亿元企业有 21 家，复工率
100%，复工人员上岗率 99.5%。目
前，全市共有口罩生产企业28家，
已投产企业20家，共有口罩生产设
备58台（套），已实现日产量78.6万
只。乐安掌护医疗有限公司日生
产红外额温枪25000只，高新区、临
川区将相继上线额温枪生产线；二
是拟定复学复课方案，供给充足。
面对学校开学的物资需求，拟定复
学测温方案，积极筹备发放各类物
资，为每个学校配给了安检门、立
式测温一体机等快速先进的测温

仪器，保障学校有条不紊复学。截
至 3 月 18 日，牵头筹集各类口罩
334 万个、防护手套 32 万双、防护
服隔离服 3.6 万余套、体温枪 2600
支、各类消毒液100余吨等等。有
序发放各类口罩261万个、防护手
套32万双、防护服隔离服3.1万余
套、体温枪1300支、各类消毒液90
余吨等；三是平价口罩投放市场，
稳定价格。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市委、市
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部署下，筹
集了一批一次性口罩，从3月18日
开始，每天向市场投放 20 万个口
罩，以成本价通过抚州地区各大
药店投放市场，解决群众口罩需
求，保障口罩市场供应，稳定价格
水平。

（金婉）

抚州：全市规上企业全部复工

工作人员查看新入库的物资情况

赣州工信局派出调研组成员到赣县、于都督导和调研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