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姜东浩

区经信局与企业、卫健、属地“四方联动”服务企业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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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工会搭建平台帮88家企业订购977箱消毒液

经开区总工会办实事解复工企业燃眉之急

28小时 1200公里 爱心驰援与疫情赛跑

□本报记者 马超

北汽集团两辆负压救护车分别交付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从2月6日至11日， 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内有88家企业相继收
到通过工会搭建的平台购买的消
毒液。 为了让企业顺利买到消毒
液、 酒精， 为复工做好准备， 经
开区总工会做了不少工作。

2月6日入夜， 北京正下着大
雪。 一辆来自山东的货车驶入经
开区职工服务中心大院， 车上是
300箱消毒液。 经开区总工会的
工作人员早已等待多时， 货车一
到就开始了紧张的卸货， 因为再
有8个小时， 就有各个企业的职
工上门来领取 。 在抗疫复工之
际， 这车消毒液为不少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进入2月以来，企业对消毒液
的需求日益增加， 一来不少企业
要复工投入生产， 二来企业库存
的消毒液和口罩也消耗殆尽。 经
开区收到一则消息： 一家销售商
可以从山东省某生产厂家进到消
毒液，“这当然是个好消息。 可销
售商也说了， 特殊时期要通过货
车整车运输， 他们也没有存储条
件。 所以要求买家整车进货才发
货。一车300箱，一箱四桶，每桶10
公斤。 ”区总工会权益部部长张阳
介绍，虽然消毒液是紧俏的物资，
然而让某一家企业买下这么多货
也不现实，“但是经开区这么多企
业有需求，为何不拼一单呢？ ”

为了把好事办好， 经开区总
工会经反复多方认证后， 确认销
售商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最
终决定推进， 通过基层工会自有
平台把信息公布给企业， 让企业
通过网络“接龙”报需求，进行预

登记。区总工会提出，此项工作的
原则是企业自主购买，价格、收款
和发票事宜都是销售商与企业单
独联络。 区总工会提供交流平台
和物资分发存储的服务。

“第一车消毒液本来预订在
周四的晚上7点多钟到经开区职
工服务中心， 这里是工会专门安
排放置、 分发消毒液的场所。 但
是， 最后到达的时间是周五的子
夜。” 张阳介绍， 北京一场大雪，
导致本来运货的车晚了整整5个
小时。 区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一直
在雪夜里等待。 第二天上午9点，
下单的企业纷纷来工会领取 。
“您看， 我们只订到了第二批货。
眼瞅着生产线就要断了消毒， 能
不能匀给我们公司一桶。” 一家
医药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区
总工会的协调下， 另一家企业让
出了一桶给医药公司， 解决了这
个难题。

张阳说， 目前生产企业正在
抓紧生产， 还有两车消毒液将于
近期交货。 2月7日， 通过同样的
方式， 区总工会又为50家企业订
购了377桶医用酒精。 截至目前，
88家企业购买消毒液977箱 、 56
家企业订购医用酒精427桶， 已
全部完成交付。

据介绍， 自防控疫情以来，
经开区总工会一直在行动 。 期
间， 经开区总工会筹措专项慰问
资金 ， 购买疫情所需的防护物
品， 为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 研
发生产人员、 公安干警、 环卫工
人、 快递小哥、 基层干部等职工
送去关心。 同时， 经开区总工会
多渠道向1100个基层工会下发防
疫工作通知， 形成上下联动， 每
天 定 岗 定 时 定 人 报 送 企 业 职
工 返 京到岗状况 ， 尤其是涉及
到武汉来京人员的情况记录和信
息追踪。

抵达、卸车、确认、交接……2
月8日凌晨1时28分， 两辆福建奔
驰新威霆负压救护车从北京运抵
武汉， 分别交付火神山医院和雷
神山医院。 这是由北汽集团携10
家成员单位共同捐赠的首批防疫
救护物资，即日投入使用，在疫情
一线承担起病员转运工作。

从发运到交付，28个小时；从
北京到武汉，1200公里。这是一场
与疫情的赛跑， 这是一次爱心的
驰援。

中都行达公司车队队长刘宝
是执行此次任务的司机。6日晚上
9点， 他驾驶着运输车踏上征程。
车上装着两辆由福建奔驰新威霆
改装的负压救护车；车上，还装着
13万北汽人对武汉的牵挂。

天公不作美，出发时，北京正
是大雪之后；行驶至河南驻马店，

又遇上雾。 对于长期跑运输的刘
宝而言， 这样的天气虽已司空见
惯，但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
不同，特殊时期、特殊地点、特殊
物资， 责任如天。“完成任务就是
我最大的使命。”

前挡风玻璃上醒目的 “防疫
物资通行证”就是“身份证”。2月8
日零点刚过， 刘宝终于到达位于
武汉市蔡甸区东风大道上的一个
加油站。 这里离火神山医院只有
几分钟车程， 医院派出的两位接
车工作人员已在此等候。

“感谢北汽！”“感谢你们，你
们更辛苦！”双方的感谢，是彼此
的鼓励、加油。

戴着口罩、 穿着防护服的刘
宝忙前忙后， 把两辆救护车从运
输车上小心地卸下来。 做完这些
事，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连日来，怀柔区严格落实“四
方责任”，通过“企业吹哨、街乡部
门报到”工作机制，妥善做好工业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生产工作。
截至目前，统一饮品、乐百氏饮用
水、 九强生物等27家符合条件的
工业企业已相继复工生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怀
柔区各工业企业均处于停工状
态。为助力企业复工，保障经济社
会平稳发展，区经信局与企业、卫
健 、属地 “四方联动 ”，从人员摸
排、监控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入
手服务企业， 为各工业企业复工
做准备。

据了解， 春节刚过， 乐百氏
（广东） 饮用水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陈弘文就求助 ，
公司有很多客户订货， 迫切需要
复工生产。 属地桥梓镇收到企业
求助后马上响应， 工作人员每天
到企业报到， 解决复工准备中的
问题。 口罩、 消毒水是否准备充
足， 厂区和食堂消毒如何开展，
返京人员14天居家观察是否到
位 ， 员工每天体温测量如何落
实， 疫情防控是否专班专人负责
……每个细节， 工作人员都协调
安排落实。 “在政府的帮助下，
我们才能顺利复工。 我们一定认
真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 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 在确保防控到
位的情况下， 满足好市场需求。”

陈弘文说。
“我们复工有困难， 口罩、

酒精等物资存在缺口， 请帮助我
们解决一下购买渠道。” 北京九
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行业
主管部门寻求帮助。 怀柔区经信
局企业服务中心得知情况后及时
通过区民营企业协会， 多方联络
查找协调， 将具备一定货源的区
内民营商贸公司名单提供给企
业， 妥善解决了部分企业复工前
防疫物资短缺的问题。

除已复工企业外， 怀柔区辖
区内其他企业的复工准备工作也
在有条不紊地开展。 雷诺利特北
京医疗事业部是一家专门生产输
液药品相关材料的企业。 企业复

工准备中， 50名返京人员不具备
居家观察条件， 住所一时无法解
决。 企业负责人发愁地说： “这
么多人如何居家观察， 真把我们
给难住了。 我们能想到的就是赶
紧求助属地雁栖镇政府。” 接到
企业诉求后， 雁栖镇和经信局、
卫健委以及镇派出所相继报到。
经过沟通协调和现场实地勘察，
从3家备选酒店中确定一家， 作
为集中安置员工酒店， 同时联系
了饭店为员工统一配送用餐， 为
企业的顺利开工提供了保障 。
“没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解决了
难题， 实在太感谢了！ 这两天员
工正在陆续报到， 我们一定会抓
紧准备工作， 争取早日复工。”

□本报记者 李婧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昌平区医护人员自告奋勇请战赴一线抗疫情

“我是党员，我先上！”在疫情
来袭之时， 昌平区沙河医院党员
干部陆续递交请战书， 申请加入
到抗击疫情前线。

这个特殊时期， 昌平区各医
院的医护人员一直忙碌在第一
线。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昌
平区中医医院、昌平区医院、沙河
医院、 北京回龙观医院等医护工
作者们挺身而出， 纷纷递交请站
书。据了解，此次沙河医院共有多
名党员递交请站书， 这其中既有
主管医师，也有主管护师，他们均
来自一线，各个都是业务骨干。

“2003年非典，我是在校大学
生， 深受抗击非典英雄的精神鼓
舞。 当全国人民正面对疫情的时
候， 作为一名党员， 临床工作十

年，我责无旁贷！”外一科医生吕
印格在请战书里这样写道。“作为
一名老党员，新战士，我愿响应政
府号召，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与所有坚守在一线的同志们并肩
作战！” 护士董珊的请战书连用4
个感叹号，字字铿锵。

一张张请战书深深触动了医
院财务科的刘喆。他赋诗一首，表
达对同事、 同行们由衷的敬佩。
“天外寒 ，人心暖 。疫无情 ，我为
先。驱病魔，医向前。集众力，守岗
坚。祝武汉，渡难关。创佳绩，再回
还。”医院的同事们看后，用“振奋
人心、鼓舞士气”八个字来形容。

截至记者发稿时， 昌平区各
大医院陆续还有很多医护人员报
名参加志愿应急队伍。

“我是党员，我先上”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宋维

近日， 首开集团调配给望京
物业的次氯酸钠制造机在下属畅
安分公司所辖望京西园三区内安
装调试完毕， 正式投入生产。

据了解， 通过该机器可利用
三公斤食盐制造100公斤次氯酸
钠， 一小时可生产10升， 用于满
足多个小区的消杀药量需求。 公
司党委书记、 经理戴燕春， 副经
理何辉亲临现场组织安装调试，
要求做好使用培训， 注重安全管
理， 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此设备服
务于防疫工作。

据介绍， 机器正式投入使用

后，在能满足自用的情况下，望京
物业还积极发挥望京街道 “望京
物业联盟理事长单位” 作用， 主
动联系联盟秘书处， 表示愿意向
有需求的兄弟单位提供分享。

此举受到街道办事处高度
赞扬，称首开望京物业充分发挥了
国企勇于担当的优良作风。 截至
目前， 已有望京辖区的兄弟单位
与望京物业取得联系，寻求支援。

望京物业工作人员还在药水
包装筒外装饰了抗疫标语和次氯
酸钠使用方法 ， 振奋人心的同
时， 方便他人取用。

望京物业自制消毒液支援兄弟单位

怀柔区“吹哨报到”助27家企业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