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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2月10日，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长春工厂正式恢复

生产。在总装车间，工人们戴着口罩，在严格消毒的工位上

娴熟地装配着今年首批解放重卡，生产秩序井然。

据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汉杰介绍，疫情发

生后，公司迅速成立了疫情防控专项监督工作组，每日统计

员工健康状况及出行信息，并向一汽集团、汽开区政府提

报。截至2月9日晚，公司未出现新冠肺炎确诊和疑似病

例。公司制定了严格措施，保障复工秩序，并计划在二季度

调高生产负荷，挽回产能，年度生产计划按原预算执行。

连日来，在推进疫情防控的同时，汽开区采取有力举

措，扎实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目前，全区75.6%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开复工。

重中之重 ——举全区之力助推一汽复工

2月7日，一汽集团向在长各大整车厂下达复工准备通

告，要求各企业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全面做好厂区消杀、防

护物资储备等工作。

“84消毒液要按照1比100以上的比例进行稀释”“酒

精消毒液只能擦拭、不能喷雾”“工人每天必须测温合格后

方能进入工厂”……汽开区红旗、解放、大众、丰越、轿股五

大服务局第一时间派出专人，到各企业指导、配合开展复工

准备。

“由于春节放假，原定为一汽集团返长隔离人员提供配

餐的企业，关键设备无法运行。我们紧急联系了另一家具

备资质的利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请其提供配餐。”汽开区红

旗服务局负责人林楠说。企业选定后，汽开区市场监管分局

立刻对该企业供餐前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合格后，又对企业

加工制作场所实施了24小时不间断监控，确保加工制作全

程可视、可追溯，保障一汽集团返长隔离员工的用餐安全。

面对当前疫情，汽开区把服务一汽作为疫情防控的重

中之重，区党工委、管委会主要领导更是向全区各相关部门

提出“现阶段更要做好一汽服务保障工作，要与一汽携起手

来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要求，举全区之力，确保一

汽实现平稳开工复产。

汽开区在特殊时期精准施策，下好先手棋。在制定汽

开区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之初，就把一汽集团

作为服务和支持的重点，成立企业服务组，负责一汽集团及

相关企业的人员排查和服务工作。在工作层面，成立四支

服务团队，全面对接一汽集团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需求，为

一汽集团保驾护航。

整车厂服务团队——专门抽调主管副主任牵头，带领

经济发展局、商务局、红旗服务局、解放服务局、大众服务

局、丰越服务局、轿股服务局等部门，服务一汽，支持一汽

联防联控。

隔离点服务团队——免费提供专门场所，对一汽集团

返长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同时，调集锦程街道、东风街道、

农委以及环保、市场监管、卫健等部门组成服务队伍，为隔

离人员提供全方位服务。

物流企业排查团队——抽调公安、商务、经发、市场监

管等部门人员，对1月曾到达（经过）湖北省及武汉市的物

流车辆进行专项排查。

零部件企业排查团队——以“万人助万企”行动各功能

小组为依托，全面对接区内3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指导

他们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实时了解企业需求，及时做好服

务。

不仅如此，为应对疫情和一汽集团复工，汽开区与一汽

集团还建立了多层次、紧密的应对机制，主要领导多次列席

一汽集团党委会议，现场解决一汽防疫、改造、生产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汽开区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企业服务

组与一汽集团安全环境保障部、工程部共同建立了会商、通

报、数据共享、人员隔离、定期会议等五项对接机制，一汽

集团定期报送返长人员信息，汽开区联防联控领导小组发

挥属地职能，各部门分工协作，协助一汽集团做好疫区人员

返长隔离工作。

与此同时，汽开区还建立健全了五项疫情防护工作机

制，全面助力一汽集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24小时对接机制——汽开区指定专人，与一汽集团安

全环境保障部及各整车厂24小时对接，确保全时段响应一

汽集团服务需求。

每小时调度机制——汽开区各服务团队每小时调度一

次，实时掌握疫情防控进展。

应急处理机制——针对一汽集团供餐、隔离点医疗垃

圾处理等紧急需求，汽开区迅速响应，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

等方式，快速满足相关需求。

不定期检查机制——汽开区相关部门不定期电话或现

场联系一汽集团相关人员，对各团队服务工作进行检查，确

保服务效能。

市场管控机制——市市场监管局汽开分局线上线下结

合，高效开展防控物资、市场价格等监管，确保市场环境安

全有序。

“服务一汽，不仅要服务好一汽集团本身，还要服务好

为一汽配套的企业。”

在做好服务一汽的同时，汽开区主动拓展服务一汽外

延，截至2月 6日，物流企业排查团队已将汽开区范围内

282辆为一汽集团服务、曾经（停）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的

物流车辆全部排查完毕，车辆消杀、人员隔离工作即将完

成。零部件企业排查团队也对接、排查了区内300多家汽

车零部件企业。

在当前这一特殊时期，针对一汽集团复工需求，汽开区

与一汽集团制定应急预案，按照疫情防控需求，帮助一汽集

团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和本地供应商，确保一汽集团复工后

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经营。

全面保障 ——全区企业实现平稳开复工

“区内除大唐三热、恒涛热力等保障城市运行、群众生

活必须的水电气热等企业外，其他工业企业均按照有关要

求暂未复工”2月6日，汽开区经发局对全区重点工业企业

进行实地走访排查，全面了解全区企业开复工准备情况。

“设立专门疫情防控管控部门、建立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设立企业测温点或临时隔离室，配备测温枪、防护口

罩、消毒液等相关疫情防控用品”“食堂推行分餐制、盒饭

制”……为做好开复工准备，2月9日，汽开区对拟开复工企

业下发通知，督促和指导企业落实防疫安全措施，切实保障

安全生产，让企业开复工更安心。层层落实服务举措，推动

企业坚定信心，汽开区助力全区企业做好复工复产准备。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汽开区拿出作为、扛起担

当，成立企业排查组，从大年初二开始，采用日调度的方式

对全区重点企业外省返长人员进行了排查，为企业复工复

产作出了基础保障。

2月10日，区内部分企业事业单位陆续实现复工复产，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统筹兼顾 ——特殊时期招商引资脚步不停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为保证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两

不误，汽开区统筹兼顾，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做

好特殊时期的招商引资工作。

采取灵活有效的招商方式积极开展招商工作。这段时

间以来，汽开区7个招商局采取电话走访、网上洽谈等方

式，与潜在投资商和项目投资方保持密切联系，对有望签约

的意向项目，做好签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加强项目的包装谋划。对《2020年长春市“大招商”活

动谋划包装项目目标分解表》进行分解，落实具体责任部

门。利用疫情防控期间走访各主机厂，了解相关信息，并与

各主机厂具体负责人建立联系渠道。

同时，将各种招商信息在工作信息群里公布，及时

了解及推广在疫情期间招商引资工作的好做法、好经

验。

绷紧稳定弦、抓好服务网，面对疫情期间企业开复工

“大考”，长春汽开区坚持防疫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在严

格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全面摸清需求，强化政策支持，提供有力指导，交出了助力

企业开复工的合格答卷。

加强服务 精准施策 科学防控 有力有序

长春汽开区扎实推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记者 孟凡明 孙红丽

复工企业生产现场

汽开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到复工企业检查服务

“您好，请问家里近期有外地返长人

员吗？您近期跟湖北武汉等地人员有过

接触吗？目前疫情严峻，请尽量减少外

出，佩戴口罩勤洗手，如身体有发热、咳

嗽等现象请及时联系我们社区工作人

员。”大年初三清早，长春市朝阳区重庆

街道崇智社区第十二网格工作人员臧文

轩，在接到疫情形势严峻要停止休假返

岗工作的通知后，第一个赶到社区，投入

到疫情的排查及宣传工作中。

重庆街道辖区内，老旧散小区较多，

疫情防控排查任务都要靠工作人员挨家

挨户走访。26栋居民楼、454户居民，电

话打不通就上门走访，家里没人就张贴

告知单……臧文轩想尽一切办法通知到

辖区每一户居民。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仅

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辖区人口的排查工

作。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基层一线很

关键。面对繁重的工作，臧文轩总是冲锋

在前，迎难而上。

1月29日凌晨，社区书记孙晓玲接

到上级的电话，告知楼内一位居民出现

发热、腹泻等症状，正在吉大一院就诊，

疑似新冠肺炎病例。情况紧急，社区立即

召开会议进行工作部署。臧文轩得知情

况后，虽已凌晨1点，但他立即返回社

区，进行疑似人员的信息核实比对。

“虽然我不是这个网格的网格员，但

是十三网格长的孩子年幼，需要照顾，还

是我来吧，谁让我是党员呢！”臧文轩坚

定地说。

当该疑似病例确诊后，街道、社区迅速反应，决定将与其一同居

住的3名亲属转移至吉大一院进行医学观察。此时，谁来协助医疗人

员对这3名密切接触者进行转移，成为摆在社区书记孙晓玲面前的

难题。大家心里都清楚，如果说出“我来”这两个字后意味着什么：三

人是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极有可能携带新型冠状病毒，且除了一个

口罩没有其他任何防护措施，在这种情况下，被感染的概率极大。

“让我去吧，我是党员。”关键时刻，臧文轩主动请命，前去与3

名确诊病例家属交涉，并配合120医护人员将他们护送上车。他的毅

然决然，为所有人树立了榜样；他选择将危险留给自己，为整个社区

的防疫工作增添了前行动力。

事后街道的领导问他：“小伙子，你不怕吗?”他笑了笑说:“咋不

怕，谁都知道危险，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他简单

的话语中透着无悔的坚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臧文轩恪尽职守，将群众的健康放在首位、

护在身后，用“初心”和“作为”默默坚守，照亮胸前的党徽，使党旗在

战“疫”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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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4时，长春市东风大街上，一栋

栋住宅漆黑一片，昏暗的街灯照耀下，一身

橘色的环卫工人刘颜洪格外显眼。此时的

她已经开始了今天的清扫。一壶热水、2块

饼干，这是她的早饭。

步行到下一条街道，一个路牌下，其他

几名环卫工人已经到齐。

刘颜洪是这支清洁小队的监督员，开

始清扫前，第一件事是测量体温，提醒工友

们戴好口罩和手套，注意安全但也别留卫

生死角。

路灯下，几人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扫帚

摩擦地面发出的“沙沙”声打破了街面的寂

静。“环卫工作虽然简单，但停不下来。要做

到腿勤、眼勤、手勤。视线之内无碎屑，视线

之外无异物。”刘颜洪边扫边说。

一支队伍的坚守

“现在，大家伙儿都团结起来，一起对

抗疫情。作为环卫工人就是干好本职工作，

从公厕、垃圾箱开始，不给病毒蔓延的机

会，做病毒的终结者。”刘颜洪说。

疫情防控期间，上级要求24小时倒班，

“早上时间会比较紧张，早饭一般都从家里

带，抽空吃两口，特殊时期，公厕更要做好

清洁消毒工作，不能耽误干活。”刘颜洪边

说边用抹布和喷壶对垃圾桶和门把手进行

消毒。

公厕马桶按钮、厕所门把手、垃圾桶、

洗手盆都得用84消毒液浸泡过的毛巾擦

拭，蹲坑需用84消毒液冲洗，这些极易滋生

和传播病菌的点位，刘颜洪和同事们每天

至少要逐个重复进行4次以上清洁和消毒。

“大年初一开始就都正常工作了，越是

又险又急的情况，越要调动起大伙儿的精

气神，把防疫工作做到位。”正在进行日常

检查的汽开区城市管理局局长张澎向记者

介绍说，“趁着这两天气温回升，我们要进

行全面的洗地。这种清洗一般只有夏天会

进行，但现在必须要做好全面消杀。”18辆

清洗车不停作业，并排行驶在大街上。一边

是机器，一边是人工。“清洗车洗清了大面

积，但不易清扫的地方还是需要人工，这都

不是好干的活。”疫情期间，更为严格的工

作要求让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

采访中记者看到，10多分钟，一条街上

的灰尘已经把一个大垃圾桶装满。扫了一

遍又一遍，清洁小队的工作没有丝毫怠慢。

一个家庭的选择

一家六口虽然在同一单位上班，可对

于杨维三来说，和妻儿坐在一起吃顿晚饭，

一年到头没有几次。

杨维三是一名班组长，今年是他从九

台区来长春市的第7个年头。在他离乡两年

后，妻子张中服也来到这里，成了汽开区环

卫保洁一分公司的环卫工人。随即两个儿

子、儿媳也先后走进这个行业。

今年，这个家庭的工作没有因为春节

而停摆。“情况特殊，所以我们家六口人都

选择在一线继续坚守。”据杨维三介绍，自

己承担起所在区域内的防疫宣传和公交站

点消杀，每日要对休息室、作业车辆、工具

进行消毒。

道路清扫是环卫工作的一项基础工

作，不论刮风下雨或烈日当头，都要在路面

作业。对此，杨维三说:“路面清扫其实也有

诀窍，越是下大雨越要清扫，因为这样可将

灰尘连同落叶、垃圾一起清扫干净，等天一

放晴，路面就像冲了澡一样干净。”

一个区域的成长

“环卫清洁是保证防疫安全的一道屏

障。”张澎说，连日来，汽开区管委会加大

对城区道路的清扫保洁力度和沿街垃圾

收集清运频次，做到城市生活垃圾“日产

日清”，最大限度减少街面垃圾箱内垃圾

滞留时间。同时，为保障职工健康安全，认

真落实一线环卫工人个人防护要求，在上

岗时，要求环卫工人、垃圾场工作人员、驾

驶员等必须佩戴口罩、手套，在作业期间

避免扎堆聚集。

“环卫工人每天要与垃圾接触，做好防

护工作十分重要。”汽开区城市管理局环卫

科孙乐介绍说，“我们为一线的环卫工人们

配备了口罩、消毒水、橡胶手套、雨鞋、帽

子、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同时加强

消毒杀菌及自我防护知识的培训，让他们

在保护好自身健康安全的同时，坚守岗位，

持续作业，守好疫情防控的‘环卫防线’。”

“光做一方面的工作远远不够，在横向

上要向发达地区学习抗疫经验，纵向上要

随时掌控和调整疫情的趋势和工作措施。”

张澎看着马路边上正在劳作的环卫工人和

过往车辆，对记者说，“城市管理就像个大

管家，方方面面要做到最好。”

疫情期间，汽开区管委会协调出1吨消

毒液，在路面和一汽企业园区内喷洒。“我

们区不同于其他区域，是个老工业城区，人

员密集厂房又多。几千名工人里，一旦发现

1起疑似病例，整个生产线都要停摆。在物

资这么紧缺的情况下，能有这样一车消毒

液太宝贵了。这更让我们环卫人觉得自己

肩上的责任重大。”张澎认为，疫情期间，他

们要做好城市服务，就包括如何保证重点

企业及时恢复生产。

采访结束后，这些耀眼的橘色身影则

继续奔走在拂晓中，忙碌在灯火下，穿梭

在街道上，点缀在人群里。这些无名的英

雄依然在不知名的角落里前行。历史的每

一笔，正在由所有默默坚守在岗位上的人

们书写。

守好疫情防控的“环卫防线”
——长春环卫工人战“疫”记事

本报记者 姜忠孝 景洋 王佳琪

战“疫”一线党旗红

“老赵头”并不老，今年才46岁。他叫

赵海鹏，是四平市铁西区司法局办公室负

责人，2017年被组织选派为扶贫驻村第一

书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又多了一个

身份，被抽调到平西乡协助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因为工作忙，很长时间才能见上一次

面的女儿，发现爸爸衰老的速度有点惊人，

于是，又心疼又爱怜地称呼他为“老赵头”。

“又是一年的元宵节，当然，这也是我

爸46岁生日。时间真快啊，翻相册照片，一

下子觉得这个帅气的男人变成一个小老

头了。他真的太忙了，很久没看到他休息，

也很少吃他做的饭菜。可是，我亲爱的老

赵头啊，在2020年您可不可以歇歇呀！不

要太劳累，我不想我还没长大，您就两鬓

斑白了……”

“我早上起来，看到了女儿在凌晨发的

朋友圈，才想起原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赵海鹏说。那段时间，他忙着村里的疫情防

控工作，已经接连好几天没回家了。

从大年初二开始到现在，他已经连续

工作了18天，总行程3000多公里，平均每

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巡查、检查、车辆登

记、病毒消杀……在驻村扶贫日记上，记录

下了这段时期以来他满满的“战斗”轨迹。

“看完女儿发的朋友圈，我很心酸，也

很感动。女儿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可是

我没有时间好好陪陪她。与年近80岁的父

母住在前后楼，但是，我一连十几天都没有

去看望过。不是不想，关键时期，村里的防

控工作放不下啊！”赵海鹏说，“女儿，可能

这一段时间，你还是看不到你的老赵头，等

疫情平稳了，爸爸一定回去！”

“老赵头”战“疫”记
本报记者 李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