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欧

林菊 通讯员/林中强）近日，里水

镇出台《挂钩联系指导企业安全

有序复工工作方案》，将企业划分

为四大类，进行针对性的复工复

产指导。连日来，里水镇各部门

联合村（居）深入企业，对企业做

好疫情防控进行详细指导，确保

企业复工安全有序。截至 2月

13日，复工复产企业共434家，

累计复工人员20624人。

“方案将复工企业分为四大

类型，分别为重点企业、重点区

域、重点整治行业及其他企业，都

出具了针对性的复工指导流程。”

里水镇经促局副局长林中强介

绍，其中划分为重点企业的有

700多家，由里水镇班子领导直

接联系重点企业掌握情况。重点

企业（物流行业除外）复工须报

备，村（居）、园区收集材料后，联

同挂钩办（局）现场指导，企业符

合条件才能复工。

另外，对重点改造区域和重

点整治行业，要审慎核实，结合疫

情防控实际从严把握。

据介绍，企业申请复工需提

交企业复工备案表、企业人员基

础排查表、企业厂区内宿舍人员

情况表、企业复工情况表、防疫应

急预案、人员体温监测台账、场地

消毒台账等完整资料，企业主还

要按规定签订《落实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主体责任承诺书》，复工

的员工也要签订《承诺书》。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作为

抗疫药物供应企业，年前就开始

考虑员工返岗的防控措施及复工

准备。“既要做好防疫工作，也要

保障企业生产；要保供应，也要

保员工安全。”一方制药总经理

程学仁表示，自 1月 26日开始

就组织生产，按区、镇的相关部

署及复工复产的要求，严格落实

镇6+6的复工流程。而近日复

工复产的佛山市南海德展钣金

有限公司，也通过里水镇的复工

工作方案要求，已有1100名员

工复工。

而针对未按复工复产工作要

求执行的企业，里水镇复工督查

组从严查处。近日，位于里水邓

岗社区的一家企业，未报备私自

复工，未在企业入口处设体温检

测，企业车间内个别员工没佩戴

口罩。该企业在宣传氛围、防护

用品等方面也未落实到位。督查

组当即勒令该企业停工，企业主

当日也被公安部门带走调查。

今日起，里水镇全体班子领

导将陆续到全镇700多家规模以

上企业走访，了解企业开工时间、

存在问题。里水根据当前防控要

求，从严审批复工，确保企业复工

安全有序的基础上，及时调研了

解企业复工困难及需求，将根据

疫情变化及本地复工情况出台相

关帮扶政策。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关艳娟）截至昨日，大沥

镇已有423家生产企业、1884
处三小场所、35个专业市场复工

复产。在全力防控疫情的同时，

该镇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服务企

业复工，努力帮助各类企业平稳

完成复工复产。

一企一策
帮助企业有序复工

昨日，大沥镇党委书记刘浩

文带队到考迈托（佛山）挤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群达集团电子

厂有限公司、兴奇集团等企业巡

查。在群达集团电子厂的墙

上，张贴有疫情防控表、企业复

工要做的八件事等宣传资料。

刘浩文强调，各企业复工复产

前要严格对照《大沥镇企业节

后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负面清

单》，八项要求全部达标才可复

工复产。

此前，刘浩文已相继到中

盈集团、兴海集团、中国农业银

行大沥支行、联邦傢俬集团、广

东美思内衣有限公司、广东新怡

内衣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走访调研。从2月10日起，大

沥镇委班子成员以挂钩结对联系

方式，通过走访、联系企业，实行

“一企一策”，协助企业做好疫情

监测、排查、预警等复工复产方

案，在全镇实行“开展一次走访服

务、提供一套复工实施方案、严格

一系列防疫措施、定一个专人联

系企业”的“四个一”活动，实施精

准服务，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为协助企业解决在复工复

产时遇到的实际困难，大沥成立

了企业复工复产问题处置小组，

由镇经促局统筹各成员单位，对

企业遇到的困难进行协调处

理。此外，大沥还成立专门团

队，研究国家、省、市、区对企业复

工复产的支持政策，为大沥镇企

业提供最实用有效的支持政策。

开展常态监督和检查
为保障企业节后复工复产

做到防疫、防火、防事故“三防”到

位，大沥建立“四大机制，包括备

案承诺制，即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前需向属地社区报备，同时签订

责任承诺书。大沥镇镇长游剑

锋表示，该机制让企业主动作

为，做到每个企业就是一个防疫

网格，企业管好自己员工，同时

也方便政府部门、社区掌握企业

复工动态，及时掌握人员流动情

况，提前做好服务企业工作。

除了备案承诺制外，大沥还

建立了负面清单制，大沥镇发布

生产企业节后复工复产负面清

单，不达标企业不能复工；自查

自改制，大沥给各企业下发自查

表，自我检查合格才能复工复

产；宣传引导制，大沥镇安委办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

方式，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

员必须参加线上培训，并做好档

案资料归档备查。

大沥镇通过“四大机制”的

落实，保证企业在复产复工前做

到有机制、有设施、有清洁、有排

查、有培训。大沥各驻点领导、

职能部门、驻点团队、各社区也

将安排专人开展督查，确保企业

复工复产的各项准备工作符合

要求。在企业复工复产后，镇相

关职能部门及社区也将开展常

态化监督和检查，保证企业持续

有序开展生产经营。

为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各项

防疫措施，大沥还为镇内企业设

计了“复工复产自查小能手”小

程序，向全镇各大企业、商户派

发了5万份《大沥镇生产企业复

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作

为复工指引资料，进一步明确节

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

大沥：镇领导挂钩结对精准服务企业 里水：
复工企业分四类作指引

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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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南海

2月12日下午，林健来到佛山

天纳克一汽富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进行复工复产前防疫工作现场核

查，了解并肯定了该企业的入厂检

查、防疫线上培训等防疫工作举措。

佛山天纳克一汽富晟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简称“佛山天纳克”）

是一汽-大众华南基地的配套企业

之一。目前，佛山天纳克建立了一

套完善的防疫工作制度，如明确防

疫组织架构和职责，每天召开公司

防疫工作会议，制定了详细的防疫

行动措施和监督机制，通过信息化

手段收集员工健康信息，每天对公

共场所进行消毒，对出入人员进行

体温检测/手部和鞋底消毒等。

“我们也很想早点复工复产，

但宁愿放弃效益保证员工健康，因

此公司决定采取多次分批复产的

方式开展员工复工复产工作。”该

公司工厂厂长梁志勇表示，公司制

定了完善的人员返程计划和复工计

划，首批复工定于2月13日，有20

名员工复工，后续将于2月17日与

2月27日开展两次复工，复工员工

将分别达到60人和150人。

目前，狮山镇以党建引领推动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已成立由狮山

镇经济促进局牵头，联合市、区派

驻工作组和人社、卫计、安监、商协

会等职能部门组成了20个工作小

组，对镇内第一阶段准备复工复产

的354家重点企业进行全面复工

前防疫工作的现场核查和复工复

产备案，并要求做到镇、社会管理

处、村（居）三级挂钩指导全覆盖，

指导各社会管理处、村（居）进一步

加强和细化摸查工作。

当前，狮山镇规上企业摸查工

作已基本完成。“我们社区成立了

巡查、监控、防疫关爱、关心企业复

工复产4个工作小组，全面开展

‘防疫’工作。”狮山镇联表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经联社社长

徐啟章表示，该社区结合网格化工

作，派工作人员到各厂企逐一下发

通知并派发宣传资料，配合镇及官

窑社会管理处的工作小组，对申请

复工的企业进行现场核查，对照狮

山镇对复工复产企业的15项要求

进行一一审核，准予通过审核的企

业复工。目前狮山多家企业已复

工，企业生产逐渐步入正轨。

与村（居）联动抗疫成为许多

企业的共同选择。“由于员工大部

分住在附近村（居），我们为员工统

一办理了出入通行证，并向村（居）

递交了员工相关资料等，与村（居）

共同建立员工的健康档案。”广东

华翱洁净科技有限公司事业部总

经理李颜其表示，该公司目前有

80多名员工复工，日均生产板材

超5000平方米。

此外，美泰纺（佛山）新材料有

限公司、佛山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等复产企业也借助企业电子办公系

统等平台，每日收集员工的健康信

息，为员工建立健康档案，还与村

（居）联动实时提交员工健康信息。

狮山：党建引领政企联动有序组织复工复产
科学制定计划，生产防控双管齐下，生产逐渐步入正轨

在狮山镇，首批复工的
是以本地员工为主、本地产
业链配套完备、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的企业。按照
《佛山市南海区节后复工复
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
作方案》，狮山镇进一步以
科学、有序为前提，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统筹调
度、科学制定复工复产计
划，灵活安排员工分批返
岗，有序组织复工复产。

在狮山镇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
部）的支持下，卫生材料、红
外线测温系统等生产企业
已提前复工复产，佛山华数
机器人有限公司等企业还
在佛山工厂建设了重要防
疫物资及装备的生产线，以
确保供应。狮山镇各相关
部门积极帮助企业对接复
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配套物
资，还为企业讲解“南海稳
企15条”等相关政策，帮助
解决资金等问题。

昨日，狮山镇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防控企业排查工
作小组继续现场核查重点
企业复工复产前防疫工作，
狮山镇领导分别带领工作
组走访多家重点企业。目
前，狮山镇正加强镇、社会
管理处、村（居）三级对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挂钩指导全
覆盖，对企业复工防疫保障
措施加强指导、监督。

狮山镇委书记、镇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指挥部）总指挥林健表
示，要一手抓防疫，一手抓
复工复产，确保防控与生产
两不误。

昨日，狮山镇相关领导带

领工作组到大榄社区的多家挂

钩企业，进行复工复产前防疫

工作现场核查，向企业负责人

了解情况，并讲解相关政策。

广东金刚新材料有限公司

是当天被走访的企业之一。“我

们目前有100多名员工复工，

占所有员工的五成，产能达到

平日六成。”公司总经理张脉官

表示，金刚新材料自2月10日
复工，每天为员工检测两次体

温，定时对公司内部公共区域

消毒，并响应狮山镇委、镇政府

号召，通知疫情发生地员工暂

时不要回来上班，通知外省返

回南海的员工居家隔离14天，

待健康状况稳定后再复工。目

前该公司储备了上万个口罩、

十几台手持测温仪，防疫物资

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员工持续

工作2个月。

企业的顺利复产，离不开

狮山镇委、镇政府的关怀，狮山

镇相关领导现场了解了广东金

刚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生产面

临的货运、原料等困难，并向张

脉官讲解了适用于金刚新材料

的一些政策。“失业保险返还、

社保扣缴延期，这些政策都能

缓解企业目前面临的压力。”张

脉官表示，疫情的逐渐好转对

企业也有相当大的激励作用，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上下游厂

家生产及物流等早日恢复正

常，企业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

党建引领联动战“疫”村企共建健康档案

安排员工居家隔离生产防控双管齐下

文/珠江时报记者林一峰通讯员金延婷黄倩君■狮企按规定复工复产，员工戴口罩进行生产。 珠江时报记者/谢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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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四大机制

●备案承诺制

●负面清单制

●自查自改制

●宣传引导制

把好核查“六关”

把好身份核查关

把好轨迹排查关

把好人员隔离关

把好物资配备关

把好责任告知关

把好联防联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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