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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大成律所走访贫困户
3月24日，为打赢扶贫攻坚战，曾

荣获“五星级基层党支部”荣誉称号
的南昌大成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
王林春、律师陈辉，驱车100多公里来
到南昌市新建区松湖镇松湖街和潢
坊村，看望两户贫困户，并每人送去
了2000元及大米和油，表达了一片爱
心。 (吴凡云 陈辉黄前琴/摄)

武汉发生疫情以来，江西江铃
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公
司）共向赣江新区海关申报 45 批
次负压救护车零件，用于驰援武汉
火神山搬迁病患所用。

上述货物分别从德国、英国、
美国、波黑、捷克、南非、土耳其等
地采购后启运，主要是安全气囊
模块、轴承、传感器、方向盘等，货
值 610 万美元，陆续抵达龙头岗码
头。企业申报后，赣江新区海关
第一时间响应，启动“疫情防控物
资快速通关专窗”和物流监管“绿
色通道”。第一时间安排专人接
单，第一时间赶赴龙头岗码头查
验，与码头无缝对接，确保货物通
关“零延时”，做到防疫物资即到

即查，即查即放，顺利保障货物快
速通关。

上述货物一经海关放行后即
提离码头，火速运抵至江铃公司负
压救护车生产一线，其中已完工的
20台负压救护车已送达武汉，并赶
上了首批患者转运至火神山医院。

赣江新区海关快速验放
确保货物通关“零延时”

九江市工信局自 2015 年首次
提出“十大调度”模式以来，重点工
业企业运行监测、分析始终是其中
的一项重要内容，被纳入全市重点
调度的企业数量也从 2015年的 80
户增加到 2017 年的首次达到 100
户。2017年，九江市充分利用全市
被列为“江西省工业运行监测与项
目调度综合平台”二级平台建设试
点的机遇，将 100户企业全部纳入
该平台进行调度。

2020年，在前期二级平台建设

试点的基础上，为配合全市工业经
济发展“十大行动”，反映近年来县
区工业“四梁八柱”建设取得的成
果，九江市着重聚焦“重点产业、规
模体量、独有特色”3 个方面，全市
新增了 34 户企业纳入调度，增强
了重点企业的代表性。一是聚焦
重点产业。目前，九江市正在重点
打造石油化工、现代轻纺、电子电
器、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六
大产业。以电子电器产业为例，该
产业作为九江经开区的首位产业，

该区新增加了 TCL 空调、明阳电
路、正捷电子等龙头企业纳入调
度。二是聚焦规模体量。以新纳
入的湖口县神华国华为例，该企业
自投产、入规以来，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社会效益，已然成为全市纳税
亿元以上企业、最大的发电企业。
三是聚焦独有特色。九江作为“三
大茶市”、“四大米市”之一，在前期
纳入了“宁红”等企业基础上，新增
了永修县的谷稼米业等龙头企业
纳入调度。 （林斌）

九江34户龙头工业企业纳入省级平台调度

东湖区城管助力疫情防控
3月 25日，南昌市东湖区城管局

为榕门路疫情隔离观察点送来了牛
奶、水果等一批生活物资，助力隔离
点疫情防控工作。

随着目前疫情防控到了“外防输入”
的重要阶段，东湖区将榕门路新大泽酒
店作为境外返昌、湖北返昌的集中隔离
观察点，东湖区城管局作为现场后勤服
务组，保障隔离点现场秩序，以及为隔离
人员提供全天候的生活服务。（李家其）

江西建筑工地复工率全国前五
2053个在建房地产项目复工率达98.6%

江西推广“分餐制”“公筷制”
倡议餐饮行业主动提供公筷公勺

3月24日，江西省文明办、江西
省生态环境厅等部门联合发布《“文
明用餐行动”倡议书》，号召全省广
大群众养成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
康生活的日常习惯。要求餐饮服
务行业应严格落实从业人员健康

检查制度，自觉遵守餐饮行业规范，
餐具必须严格消毒，确保就餐环境
干净整洁，主动提供公筷公勺，推广

“分餐制”“公筷制”“双筷制”，引导
消费者养成健康卫生的用餐习
惯。(实习生罗文香记者杨晓林)

南昌市西湖区南浦街道人大工
委积极发挥代表作用，凝心聚力帮助
企业复工复产，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人
大代表的使命和担当。协助重点企
业南华医药申报江西疫情防控信贷
资金9亿元；为绿地象南中心项目协
调解决医用口罩7000余个及消毒水、
体温枪等防疫物资，帮助其招聘员工
10 人……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企
业经济发展。 （程瑾）

西湖区南浦街道助推企业复产

当前全国各地商场商圈、大型
购物综合体、洗浴 KTV 等消费场
所正逐步恢复营业。哪些“逛吃
玩”项目已经回归？消费者想沾

“人间烟火气”，但不想沾病毒，有
保障吗？消费场所复工复产过程
中还存在哪些断点、堵点？

多地“逛吃玩”陆续回归

“好久没出来逛街了，我狠狠
地要买几件新衣服，还要吃一直惦
记着的美食。”济南市民胡女士
说。在济南华润万象城入口处，记
者看到不少结伴而来的消费者。

“太‘凶’咯，到了周末人流量
感觉和疫情之前一样了。”成都市
民郑小姐告诉记者，在成都 IFS，部
分知名品牌专卖店门口，戴着口罩
的消费者排成长队，等待入店。在
北京西单大悦城，也一度出现排队
入店情况。

记者发现，各地商圈商场等消
费场所客流量显著回升。据互联
网平台数据显示，当前一线城市商
超营业率超过 80%。KTV、洗浴、
健身等娱乐项目在部分城市陆续

“上线”。据记者了解，成都、上海
等多地 KTV、健身房都已逐步复
业迎客；沈阳的公共浴室、体育馆
等也已于21日恢复营业。

餐饮业持续回暖。据记者观
察，客流高峰期，济南华润万象城
某快餐店点餐队伍长约 10 米；某
中餐馆门口等餐客人有 5桌，从取
号到进店，常要等上十几分钟。为
进一步恢复城市活力和商铺人气，
成都允许临街餐饮店在不影响交
通和行人通行的前提下，适当设置
餐饮外摆位。

多措施防疫，但仍存隐患

记者在多地看到，各类消费场
所通过健康码、勤消杀、测体温等
方式保障防疫安全。

但记者也发现部分地方仍存
防疫隐患。

近 日 ，成 都 刚 刚 开 始 恢 复
KTV 等娱乐场经营活动。某大型

饭店内设KTV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入店只需测一下体温即可”。记
者从主管部门了解到，这与当地防
疫要求不符。在沈阳，记者发现存
在部分恢复营业的室内体育馆未
设任何防疫措施，消费者可任意出
入、运动，与主管部门要求相关场
所恢复经营后“要做好场所消毒通
风和人流管控”的规定不符。

齐鲁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主任董亮提醒，消费场所通常是
相对比较密闭、人群比较集中的区
域，病毒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增
大，防控管理难度较高。恢复营业
后，除了加大对场所公共设施的消
毒频率，减少接触传播外，还应对
中央空调系统采取尽量启用新风
或加大新风量等办法，防止气溶胶
传播。

消费场所复工复市仍需“通堵续断”

记者发现，当前“直播卖货”
“VR逛街”等方式正在各地消费场
所兴起，成为连接公众消费与企业
复苏之间的“虹桥”。

记者在成都群光商场一家品牌
门店看到，两位工作人员正做直播
彩排。疫情暴发后，群光广场开始
尝试“直播+线上下单”销售方式。
在北京西单大悦城，疫情以来已组

织店内品牌进行20余场直播。
山东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于仁竹提醒，近期虽然各地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提振消费的措施，
如领导干部带头进店消费、发放各
类消费券等，但各类消费场所在复
工中仍面临不少“堵点”“断点”。

有部分企业因供应链不稳和
高库存导致财务困难。中国步行
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任韩健徽告
诉记者，部分商圈、步行街的小店
经济、个体经营特征明显，现金流
依赖大，抗风险能力低。据调研，
因疫情突袭，不少经营者在店面租
金、库存以及人工支出等方面损失
不小。他还认为，疫情给人员就
业、劳动关系及租赁合同履约等方
面也带来显著风险，导致在复工期
间商家压力大增。

韩健徽建议，有关部门应加大
对步行街、商圈等消费场所的行业
帮扶力度；明确涉疫法律规范、稳
定法律关系，化解在劳动用工、合
同履行等方面的纠纷隐患；考虑在
疫情结束后，通过更有针对性举措
刺激消费规模，实现快速回补。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李志起
认为，当前顺应智能、在线消费大
趋势是打开消费扩容提质“宝库”
的一把“金钥匙”。 （据新华社）

部分消费场所复工复产调查

“人间烟火气”回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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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记者获悉，江西省住
建厅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复产，着力推动建筑业和房地
产业复工复产。截止 3月 18日，全
省共有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
4957 个 ，复 工 4886 个 ，复 工 率
98.57%，已返岗 33.85 万人；全省
2053 个在建房地产项目复工率
98.6%；全省 2551 个房地产售楼部
复工率 98.3%。建筑工地复工率连
续五周位居全国前五，复工复产工
作受到住建部发文肯定。

抓调度推进。召开了全省住
建系统有效应对疫情推动全省建
筑业和房地产业复工复产电视电
话会，并实行复工复产情况“每周
两调度，每周一通报”。

抓政策配套。出台《关于切实加
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有关工作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动房地产和建
筑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对分区分级
复工复产和落实实名制管理、属地管
理提出明确要求。出台《关于新冠肺
炎疫情引起的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及工程价款问题
调整的若干指导意见》，对工程复工
前疫情防控准备及复工后施工现场
防控费用相应列入工程造价，人工、
机械设备价格允许合理调整价格。
出台疫情期间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
措施，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的企业，可
申请降缴或缓缴住房公积金。

抓服务保障。将有关部门应
对疫情的政策文件进行汇编，供各
地用好用足优惠政策。对企业自
行解决防疫物资有困难的，积极争

取为企业复工提供口罩、体温探测
仪、消毒水等必备防疫物资，并协
调有关部门保障钢材、混凝土、砂
石等建材供应。对企业招工困难
的，主动会同劳动就业部门做好用
工对接，并开通免费网络课程和在
线服务，方便从业人员学习。对省
市重点项目指定专人“一对一”帮
扶，组织各地住建部门与1500余家
建筑企业结成帮扶对子，先后为
700 余个项目协调解决口罩 55 万
个、项目用工3.6万人次。

抓环境优化。建立疫情期间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推行房地产开
发项目招投标、施工许可、预售许
可等在线审批、容缺受理、网上出
件，对按规定需提交纸质原件的，
允许先行通过电子材料办理。自2
月8日启动工程项目线上申报远程
审批以来，共办理项目数228个、办
件数341个。此外，除涉及防疫、安
全、质量、消防等必要检查外，原则
上不到工地现场检查。

(王纪洪何华丹记者杨晓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