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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你就安心在家好好休息，

等疫情过去了，再回来九江上班。不

用担心，受疫情影响延迟复工的员

工，公司会发放保底工资。”日前，广

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雄塑科技”）的疫情发生地员工陆续

接到了来自企业的“暖心”电话。

春节返工期将至，镇内不少企

业结合自身实际，在劝喻疫情发生

地员工延迟返工的同时，出台保留

职位、发放保底工资等疫情期间员

工优待政策，为受疫情影响的员工

提供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担起疫

情防控责任。

位于九江工业园的雄塑科技，

现有疫情发生地员工21人，以一

线车间员工为主。为响应政府防

疫部署，控制疫情蔓延，企业积极

劝喻相关员工在疫情结束前暂时

不要返回上岗，并承诺，对因疫情

影响复工的疫情发生地员工发放

保底薪酬，保障员工基本生活。

在九江，这样的爱心承诺不仅

仅在雄塑科技发生。“延迟复工肯

定对企业生产带来压力，但我们希

望员工能安下心来投入工作共度

时艰，公司也会最大的努力为疫情

影响延迟复工的员工给予优待政

策。”镇内一家具企业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企业正根据政府已出

台的相关政策，筹备制定企业的

《动态复工期间薪酬计核方案》，全

力配合政府做好防疫工作。

据悉，九江镇日前已发出《致

广大物业经经营者、企业主、商户

及出租屋主的倡议书》，动员辖区

范围内的广大企业主根据疫情走

势合理安排复工时间，对因疫情防

控需延迟返回复工的外来务工人

员给予力所能及的关心和照料，如

提供基本生活补助等，消除其后顾

之忧，令其安心留乡。

撰文/邓泳雯 摄影/供稿梁平

企业连夜造物资员工同心齐抗疫
九江多家企业积极响应防控要求，用实际行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村居一线防疫物资紧缺

时，他们毫不犹豫捐出家中的口

罩、测温计；在饭店、餐厅尚未营

业时，他们自发为社区值岗人员

送去饭菜宵夜；在抗疫关键时，他

们利用自己的方式为抗疫人员加

油呐喊……在这场无硝烟的抗疫

阻击战中，虽然大部分九江居民

没有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但

大家都在力所能及地在这场战

“疫”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热心人士捐物资
解村居“燃眉之急”

在基层一线防护物资紧缺的

情况下，镇内不少热心党员群众、

企业自发捐赠防护物资支援所在

的村居。

“村居工作人员坚守防疫一

线，希望尽自己的力量给予他们

支持，共同守护大家的安全。”来

自誉兴家具材料店的廖永贤说。

1月31日一大早，他来到英明社

区，并向社区捐赠口罩 700个。

他提到，由于工作的需要，店里平

常都会有一两箱口罩备用，得知

近期防护物资紧缺，他立即将备

用的口罩捐赠到所在的村居。

此外，热心市民薛景亮捐赠

口罩500个、热心市民崔壮松捐

赠口罩200个、佛山市柠耀家具

有限公司毕红军捐助口罩300个
……连日来，英明社区连续收到

辖区内的热心市民和企业捐赠的

防护物资。英明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这些热心企业和市民为英明

抗击疫情提供应急保障，大大激

励了奋战在防疫一线的社区工作

人员。

这些让人感动的善举不仅仅

发生在英明社区。上西西山村民

关勇盛等村民向上西社区捐赠家

中测温计；磐鲲港口管理有限公

司为镇南村捐赠200个医用防护

口罩……疫情无情，人间有爱。

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弘扬“乐善九

江”精神，全力以赴,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奉献爱心和力量。

值岗人员守一线
元宵汤圆暖人心

“各位辛苦了，来尝尝汤圆，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在元宵节

当天，村居工作人员仍坚守岗位，

错过了与家人欢聚的时刻。为

此，镇内社会组织和热心人士籍

元宵之际为他们送去一份份爱心

汤圆。

“汤圆好甜，心更甜。”在简易

的帐篷里，守岗人员张坤祥吃上

一口汤圆，连连称赞汤圆好吃。

当天，上西街坊会自发煮制近百

份汤圆送给守岗人员，为防控疫

情做出一份力量。

张坤祥吃完汤圆后，又马上

上岗工作，换其他同事品尝汤圆，

这已经是他连续14天在这里守

岗了。“刚开始有些村民不了解，

但时间长了，村民看到我们这么

辛苦，也会送些八宝粥、凉茶过来

慰问，感觉自己的付出能得到村

民认可真的很开心。”张坤祥说，

像元宵节送来的汤圆，暖胃，更暖

心。

在上西长龄经济社，社长关

文华正在用移动大喇叭传播最新

消息，呼吁街坊少出门。这时上

西街坊会也为他送来了汤圆，让

他润下嗓子。“汤圆好甜，谢谢你

们的关心，都是为人民服务，你们

送完汤圆也早点回去啦。”关社长

道谢并提醒。

现时，上西街坊会有数着百

名成员，每天都会协助村委会做

好守岗、巡逻工作，以及解决早餐

等后勤保障。“他们那么辛苦，我

们付出点也是应该的，希望疫情

早日结束。”上西街坊会支部书记

郭结好说。

创作快板画作诗歌
为抗疫前线加油鼓劲

“携起手，肩并肩，群防群控

齐动员，越是艰难越向前，众志成

城加油干，定能举国捷报传！”2月
3日，九江镇海寿小学9岁学生邹

小龙在自家院子打着快板，用自

己的方式为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

加油。

海寿小学校长张永辉介绍，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牵动每一位国人

的心，海寿小学向家长和学生们发

出号召，希望大家在家通过手写祝

福、绘画等形式，为奋战在抗疫一

线的医护人员加油鼓劲。

“我希望能让更多的小朋友

看到视频，一定要听话，保护好自

己，尽自己的力量支持前线的医

护人员，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

油。”邹小龙是海寿小学三年级学

生，得知学校组织创作支持武汉

就立即响应。

据了解，目前，海寿小学很多

教师、学生、家长都加入到了这场

暖心的接力行动中，不少孩子用

自己的彩色画笔写下“白衣天使，

加油！”“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英

雄致敬！”等鼓励的话语。

除了海寿小学的学生外，很

多九江居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为坚

守在一线的抗疫人员加油鼓劲。

九江美术协会会长陈浩禧创作多

幅画作展现众志成城、全民战

“疫”的正能量；上西社区七旬老

党员关佳宜创作诗歌《赞防护

兵》，点赞基层村居工作人员坚守

一线；上西上圣村民关达文，以

“上西”二字开头作楹联一则，礼

赞上西村民上下一心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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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受访者提供

这些感人善举温暖九江
居民积极参与防控，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舍弃与家人欢聚团圆的时光，连夜赶工支援防疫

物资供应；积极捐款捐物数百万，助力疫情防控；响应政

府号召延迟复工，关怀受疫情影响员工……疫情无情

人有情,企业担当见真情。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九江镇内多家企业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

动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春节本是阖家团圆、亲朋聚

会的好日子，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破了往常的安宁。应对

来势汹汹的疫情，九江多家企业

在春节期间加班加点，全力保障

口罩、防护服及其原材料等物资

供应，尽最大努力满足防疫需求。

1月 24日，也就是农历除

夕，当千家万户都沉浸吃年夜饭

的喜悦中时，九江本土企业——

南海必得福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必得福”）的30多名

员工已在生产线上忙碌工作。“为

响应国家做好应急物资供应保障

工作，我们年三十下午已经开了

三条口罩生产线，30多名工人

到位，本地员工几乎全部到场了，

包括行政人员也回来啦。”必得福

总经理邓伟其表示。

同时，新冠肺炎疫情一直牵

动人心，根据国家工信部下达的

任务，我省承担供应医用防护服

1万件的任务，其中佛山市承担

2000件防护服任务。佛山这一

任务交给了必德福下属的康得福

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

得福”）。

要在短时间内保证质量完成

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邓伟

其介绍，在获悉疫情后，公司第一

时间组织人力、物力等筹备复产

事宜。由于医用防护用品需求量

极大，而在岗工人数量远未能匹

配，康得福紧急发出招人需求。

经过两轮紧急招人，200人生产

工人在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全力

加码赶工防护服阶段。1月28
日，2000件防护服完成交付。

同样忙碌的，还有位于九江

的贝里集团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

公司。该企业是口罩和防护服的

原材料生产企业，为支援防疫的

物资供应，1月22日起，公司号

召工人春节不停产，返岗加班保

障口罩和防护服原材料的供应。

“我们的工人说，现在不仅是

在为公司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工

作，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所以工人

返岗加班的意愿都很强。”贝里集

团南海南新无纺布有限公司总经

理崔彦昭介绍，目前，贝里南海一

天可生产80吨无纺布，基本达到

满负荷运作。当前每天生产的无

纺布材料，预计可制作40万件防

护服、100万只普通医用外科口

罩或30万至50万只N95口罩。

此外，位于九江的佛山高威

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在当得知疫情

日渐严峻，香雪抗病毒口服液全

面脱销的消息后，公司马上恢复

部分生产，召集还没有回乡的工

人返岗，不计成本、不计报酬，加

班加点赶制广州香雪抗病毒口服

液的包装盒。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多

家九江本土企业积极响应，在组

织企业加强各项防控方案措施

保障员工身体健康同时，勇担企

业责任，积极捐款捐物，全力支

援疫情防控。

2月 4日上午，广东远航

酒业（含九江酒厂）集团为抗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向佛

山南海慈善会捐赠200万元用

于支援疫情防控。其中，100
万元现金定向湖北武汉医院支

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另外价

值100万元的物资定向捐给佛

山市内各大医院和政府社区一

线工作人员。物资包括医用防

护服、消毒液、洗手液等，首批

物资套防护服用于佛山本地6
家医院疫情防控。

广东远航酒业（含九江酒

厂）集团董事长关正生表示，企

业将持续关注疫情发展趋势，

疫情无情人有情，守望相助，患

难与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内

核，共同抗击疫情是集团义不

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月 5日，广东雄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防疫资金

捐赠仪式在九江镇政府举行，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向九江镇捐资 100万元，

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广

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彭晓伟表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人人有责，作为上

市企业，更应该承担起应尽的

社会责任。本次捐助是企业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会按照企

业的实际情况，做力所能及

的。

此外，佛山市爱意家居用

品有限公司、广东雄桥建设有

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也积极捐

资助物。

让人欣喜的是，这些数据

仍在不断刷新中……在严峻的

疫情面临，九江本土企业用实际

行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急召员工返岗全力保障防疫物资供应

积极捐款助物总值达数百万元

为疫情发生地员工
发放保底薪酬

■■企业为抗疫一线捐赠物资企业为抗疫一线捐赠物资。。

■■上西街坊会送爱心汤圆上西街坊会送爱心汤圆。。

■■热心市民赠送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