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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渭河发电公司陕西渭河发电公司：：全力战全力战““疫疫””，，保发电保供热保发电保供热
疫情发生后，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提出，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

期，没有谁是“局外人”，没有啥事是“份外事”，号召广大职工用坚守全
力做好保发电保供热等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陕西渭河发电有限公司党委将疫
情防控、全力保发电保供热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各职能部门采取
合理调配人员、错峰上班、加强网络办公、做好办公场所消毒和在岗人
员测温等措施，做到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协同推进；发电一支部制定

《应急预案》，做实做细特殊时期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为稳定电力热力
输出打好基础；生产一线三个管理中心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并及时
统计上报所有人员动态情况，确保疫情防控“一个不漏”；安环部组织活
动，为一线职工捐口罩、购买消毒液；生活服务中心为一线职工及时采
购了奶、蛋、果蔬、方便面等生活必需品。 赵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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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取得
积极成效，各地开工复工有序
推进，中国经济展示出韧性和
潜力。

看全局看长远，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发展的趋势没有改
变。中国经济是大海，不是小
池塘，短暂的风浪掀不翻大
海。疫情确实对中国经济暂时
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会也不
可能压垮中国经济。观察拥有
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经济前景，不能短视，更不
能片面。

元宵节后，中国经济的马
达日益轰鸣。从珠三角、长三角
到松辽平原，全国各地复工复产
在有序推进，统筹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正全力展开。车间
里的隆隆机械声，田间地头春耕
备耕的脚步……是中国经济继
续一路向前的铿锵足音。减免
房屋租金、推迟缴纳社保、采取
贷款展期……从中央到地方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针对性

地解决企业开复工的燃眉之急，努力降低疫情对生产
经营的影响，为市场注入信心与力量。

逆风前行，亦见风口。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宅经济”火了、“无接触服务”快速发展、医用机器
人研发进入加速度、企业纷纷转产防疫物资生产。这
些新变化，源于新需求创造出的新供给，开创蓝海市
场未来可期。

当前，在万众一心的奋斗中，疫情形势正出现积极
变化。我们更要坚定信心，抓好疫情防控，统筹好经济
发展。战“疫”胜
利曙光就在努力
的前方，中国经
济新的春天也在
前方。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2 月 15
日，省住建厅印发《住建行业坚决打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稳企业稳民
生稳发展二十二条措施》，明确提出，
在全省住建行业实施援企稳岗补贴。

对建筑施工企业实施补贴。对在
疫情防控（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开工
复工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补助，所需
费用从历年劳保费节余中列支，补助

主要用于企业为职工购买药品、医疗
用品、防护用品以及其他用于抗疫情
的必要防护支出；经省、市应对疫情领
导小组确定的疫情防控重点项目，对
施工企业进行补助；对大型项目、重点
项目的劳保费用可暂缓、分批缴纳。

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制定房
地产企业复产复工方案，适当增加对
企业的定向支持；从信贷、融资政策

倾斜、适当减免税费或酌情调整缴纳
期限等方面给予支持；适当优化开
发报批报建等相关审批流程，对受
疫情影响项目延迟交付的，可适当
减免违约金。

加大对物业企业扶持力度。对参
与属地疫情防控工作的住宅小区物业
服务企业，各地政府要按照适当标准
给予两个月补助。

我省将在住建行业实施援企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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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财政疫情防控补助资金已经超过900亿元
■国家卫健委：不应限制外出工作人员回到小区
■海关总署：推出“政策包”助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发改委：安排预算内投资2.3亿元支持方舱医院
■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春运客流将同比下降45%
■全国版健康码近日上线 助力分类有序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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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克时艰 “娘家人”始终和您在一起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
安东车辆段梅家坪作业场16名党员，向党组
织递交了请战书，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
战，为战“疫”胜利作贡献。 杜朝辉 摄

详见第三版

导 读

陕西9条措施关爱防控一线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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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在疫情防控一线发展党员106人
本报讯（记者 鲜康）疫情发生后，省委组

织部制定疫情防控一线考察发展党员“五条措
施”，截至发稿时，在疫情防控一线确定入党积
极分子936人、发展党员106人。

疫情发生后，全省12万余个基层党组织积
极响应省委号召，在联防联控监测点、援鄂医
疗队、车站路口建立临时党组织 6378个，组建
4.3万余个党员突击队、协查队、服务队、宣传
队；省市县 69.7万余名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
部提前返岗投入工作，3.2万余名党员医务工
作者主动请战，15.1万余名党员干部深入村组
（社区）全覆盖排查监测。

一名七旬党员的特殊阵地
一张桌子、一个本子、一台测温仪、一块党

员先锋岗牌子……2月 10日，在西安市新城区
太华路街道钟表材料厂家属院门口，坚守这块
阵地的“战士”是 78岁的共产党员雷庙社。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号角吹响后，雷庙社不顾家
人对他身体的担忧，主动请缨，冲锋在前。

“我在这儿，家里更平安。”雷庙社说。在
钟表材料厂生活了 30多年的他，对居住在此
的 300多户 1000余人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一
旦遇到特殊状况，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该怎么
做了。

这份对家属院的特殊感情，使雷庙社对待
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寒冷的天气里认真
登记、测温、盘查，脸和手脚冻得僵硬发
麻，他毅然咬牙坚持。在登记过程中，有人
一开始不理解甚至不配合，但在雷庙社耐心
劝说下，最终都能配合。

盘查工作十分辛苦，雷庙社回到家中常常
是凌晨时分，但他毫无怨言，时时处处按照共
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疫情无情人有
情，我相信只要我们每个人都献出一份力量，
没有打不赢的仗！”雷庙社坚定地说。

雷庙社儿女对父亲的决定一开始坚决反
对，后来逐渐转变为赞同和理解，嘱咐父亲
要保护好自己。“雷大爷好！”“你好，回来
啦，来测一下体温。”来往的居民看到雷庙
社后都热情打招呼，也对他的奉献精神感到
敬佩，不少人在他号召下，纷纷参与到志愿
服务工作中。 （安涛）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印发通知，要求各
地狠抓复工复产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通知要求，要按照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原则，以县
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防控风险等级，分区分类实
行差异化复工复产。湖北和疫情较重地区要结合疫
情防控实际情况，分区域细化实化实施方案，稳妥组
织复工复产；其他地区要在严密防控疫情的同时，全
面推动企业尽快进入正常生产状态。

通知强调，要强化精准施策，服务疫情防控和民
生保障重点单位安全运行。组织力量对定点医院、方

舱医院、集中隔离区等实行点对点开展上门安全指导
服务，完善内部防控机制，严格酒精、强氧化剂、医用
氧气、电热毯等使用安全。指导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
仓储企业做好酒精、无纺布等易燃易爆品监测防护，
临时转产企业严格落实现场安全管理措施，在确保安
全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

通知要求，要改进工作作风，创新执法与服务
方式方法，推行在线审批、数字监管，及时掌握企
业复产复工和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对隐患突出、安
全基础较差的不放心地区和企业，适时开展明察暗
访；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组织专家远程

“会诊”、上门现场指导服务，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
化解消除。

部署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服务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湖北人民齐心协
力战“疫”的攻坚时刻，2月15日，商洛市总
工会向湖北十堰市总工会支援的第一批 5
吨价值 10万元的过氧乙酸消毒液已经运
达，第二批10吨价值20万元的消毒液将于
17日送达。

商洛市总工会支援十堰市总工会是陕
西省各级工会组织持续奋力抗疫的一个
缩影。自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各级工会迅
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上来，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
重要、最紧迫的工作抓实抓好，下拨专项
资金、给定点医院工会经费补助、开展慰问
活动、为防控一线人员购买劳动保护和消
毒用品……始终与一线抗疫职工在一起，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汇聚起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工会力量。

“抗疫时间”
彰显“娘家人”的担当作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1月
23日，腊月二十九，陕西出现第一例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省总工会快速反
应，及时下发《关于做好关心坚守防疫抗病
岗位一线医务人员工作的通知》。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要求，
要切实做好关心坚守防疫抗病岗位一线医
务人员工作。省总工会、省教科文卫体工
会下发通知，对我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第一批定点医院名单中第一、二梯队
医院工会给予 20万元经费补助，支持基层
医院工会做好疫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的服
务保障工作。

1月 2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倡议，
省总工会积极响应，号召全省各级工会组
织、干部和广大职工，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
作；1月29日，省总工会联合《中国工人》杂
志社等 45家工会媒体，启动全国职工新型
冠状肺炎防控知识线上有奖答题活动；1月
31日，省总工会下拨专项补助金 520万元，
给予 11个市（区）总工会及相关基层工会，
主要用于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医护人员、
公安干警、环卫工人、物资保障人员等一线
工作人员的慰问；2月 3日，郭大为到省国
防工会机关、省工人疗养院检查疫情防控
工作；2月 4日，省总工会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防控工
作要有力，日常工作要有序，确保防疫和日
常工作两不误；2月 7日，省总工会决定向
省总单列单位工会和部分产业工会下拨疫

情防控专项资金 300万元；2月 10日，上线
《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防护知识 50问》，省协
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印发疫情防控期间
稳定劳动关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意见》；2
月 12日，陕西省总工会向湖北省总工会援
助200万元，以支持湖北工会的防疫斗争。

梳理省总工会的“抗疫时间”，无不彰
显“娘家人”的担当和情怀。疫情发生以
来，全省各级工会与省总工会同频共振，上
下一心，有序有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下发
《关于做好关心坚守防疫抗病岗位一线医
务人员工作的通知》和慰问信、倡议书，下
拨专项资金，落实防控责任，看望慰问坚守
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团结引导广
大工会干部和职工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
努力答好疫情防控的“工会答卷”。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王国星） 疫情就是号角，驰
援就是命令。2月 15日 17时 30分，一架东
航MU2000航班的大型客机在西安咸阳国
际机场等待起飞，陕西省第三批支援湖北
医疗队 103名医务人员正在依次登机，即
将奔赴全国战“疫”最前线——武汉。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疫情防控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中，湖北、武汉是
决胜之地，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
全国胜。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2月 14
日，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打响全面
总攻战。

全国一盘棋，陕西再增“兵”。2月
15日凌晨，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通知
后，我省第一时间响应，在全省范围内抽
调骨干医务人员，迅速组建起陕西省第三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连夜集结待命。这
103名医务人员中，医生 21名、护士 79
名、行政管理人员 3名，中高级职称人数

占 60%以上，专业涵盖了感染、呼吸、重
症等领域。

“在此次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每一批
支援湖北的陕西医疗队员视疫情如命令、
视病房如战场，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
战斗的精神，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
用，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勇往直前抗击疫
情。请大家放心，我们必将夺取这场战斗
的胜利！”本次医疗队领队、西安市儿童
医院副院长冯占伟坚定地说。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载着 103名医疗
队员的飞机腾空而起，呼啸着奔向武汉。
同一时间，陕西前期派往的1001名医护人
员正在武汉、湖北保卫战第一线英勇奋
战，践行着“无论生死、不胜不归”的出
征誓言。

支援武汉！支援湖北！春节以来，
3800万三秦儿女按照“疫情防控要坚持全
国一盘棋”的要求，把自己身上最硬的

“鳞”送往湖北、送往武汉。
这是最精锐的医疗力量。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要求，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迅速作出安排部署，坚持医疗物
资统一调配、医疗专家统筹协调，全省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主动请战，组成多支医疗
队赴湖北疫情较重地区开展救治工作。这
些优秀的医疗团队、护理团队和高水平的
重症救治专家团队，均来自全省各医疗机
构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和参加过
非典疫情防治、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紧急
医疗救援工作的医护人员。在他们的精心
救治下，一批又一批患者治愈出院。

这是最急需的医疗物资。我省在医疗
资源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坚持将救治资源
和防护资源优先用于保障湖北疫情防控工
作。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均为自带物资：
医用防护服2360套、护目镜270套、靴套
约4700双、一次性帽子6700个、一次性防

化服1000套、医用外科口罩2700个、一次
性医用N95防护口罩1750个、一次性医用
口罩 2489个、乳胶手套 1.09万双等。此
外，我省还派出放射车、检验车、指挥
车、宿营车、水电车等特种车辆，组成移
动方舱医院支援武汉。目前，陕西正在积
极筹措更多的救援物资，驰援湖北、武汉。

“当前，湖北、武汉疫情防控正处于
胶着对垒状态，那里的群众比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救治与安慰，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
要信心与希望。我省持续选派精兵强将驰
援湖北、武汉，把最紧缺的物资运往疫情
一线，我们要带着3800万三秦儿女的力量
出征，疫情不退，决不收‘兵’！”在 2月
15日下午的送行现场，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刘勤社为前行的将士鼓劲。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一心，共
克时艰。陕西3800万人民奉献着自己的担
当，也等待着前方将士凯旋。

武汉决战，陕西再增“兵”
一线“陕医军团”已达1104人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

——陕西各级工会组织众志成城持续奋力抗疫纪实

疫情防控党员冲锋在前疫情防控 党员冲锋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