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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疫情防控的同时，打好
复工复产这一仗？蠡园开发区企业
复工派驻组，提前介入，帮助集成电
路产业中心摸排企业员工底册，整
理企业复工资料，为企业复工审核
提供系列服务。

基于此，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管
理服务中心，瞄准防控和发展“两不
误”，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有序
复工，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稳妥、有序分批
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前，集
成电路产业中心已有58家各类企
业复工，占比约45%。

分片包干，
建立网格化管理机制

与疫情赛跑。集成电路产业中

心在第一时间建立企业分类网格化
管理机制，一个人负责一幢楼宇，分
片包干，细化“楼宇—网格员”的网格
化管理措施，并明确超过50人以上
的规上企业必须进行一对一指导。

督促企业落实疫情管控责任，
张贴告企业通知书，通过电话、微
信、QQ群等平台转发文件到企业、

监督企业防控措施落实、及时上报
异常……该中心依托楼宇网格化管
理机制，全力提高企业复工的服务
效率。

立足服务，
推进企业有序复工

严格落实企业防控责任，帮助

企业填报复工材料……春节假期，为
了第一时间掌握企业最新的防控信
息，帮助企业解决各项难题，集成电路
产业中心上下加班加点，连续作战。

“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为企业服务，确
保企业落实好防控措施后，能有序安
全复工是当务之急，一切都很值得。”

“二胎妈妈”陈春花表示。

企业复工以来，该中心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及时深入企业督导，查
看企业防控方案措施、应急预案等
是否严格执行，口罩、消毒水等防
护物资是否准备充足，食堂及会议
室等重点区域是否及时消杀等。严
格落实企业的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做好食堂分餐、外来人员进出管理

等疫情期间各项防控工作。

企业作为，
防疫复工“两不误”

集成电路产业中心吹响复工复产
集结号，各类企业一边从严从细做好防
疫，一边“有条件”有序复工。中科芯集
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明确，在确保防疫
工作的前提下，紧抓科研生产，无论在
设计室、生产线，还是在家实行“云办
公”，有序开展国家和集团公司的重点
紧急科研生产任务。

中科芯在复工前成立工作小组，制
定一系列防控举措，办公区、餐厅、会议
室、电梯走廊及其他公共设施定时消
毒；所有员工进入公司必须佩戴口罩，
待体温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办公区。

杨 薇

蠡园开发区集成电路产业中心：

“网格化管理”助力防控和发展“两不误”

“服务专员”驻企一线防疫

2月22日，连云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中复连众大浦厂区首批高
端风电叶片顺利下线，其中部分
产品是来自国外的订单。“正是有
了开发区‘服务专员’及时帮助
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的这个大前
提，原材料才顺利进场投产。”中
复连众副总经理王彤兵有感而发。

“明天，我们的工作要点是，
继续对照企业复产工作导则，做
好员工体温监测、错时用餐、防
疫物资储备等各环节的现场核查
服务，同时注意自我防护，加
油！”23日晚上8时，连云港开发
区组宣部综合处联络员孙乙文,通
过微信工作群@企业复产防控服
务专员。

服务专员“点对点”入驻和服
务于企业复工和防控疫情，这是连
云港开发区及时作出的最新决策。
园区专门抽调220余名机关干部，
成立服务专员队伍，两人一组、一
组两企、每天两次，重点依据防控
工作导则，“对标指导”和督促企
业抓好、抓实。“要求对企业员工
一天的行为轨迹，从一个人早上出
门到量体温后进入工厂，从在车间
工作到中午用餐，从下班到回家之
后，掌握整个流程。把每个时段、
每个环节都链接起来，形成闭合
式、全流程的防护，有效切断一切
传染源。”连云港开发区防控办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金融专员”助企复产加速度

“这笔贷款，真实雪中送炭
啊！”2月20日，连云港佑源医药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西昌由
衷地表示。

佑源医药设备制造是连云港
开发区一家医疗设备生产企业，
疫情防控期间，该公司等离子体
空气消毒机、减压沸腾清洗消毒
机两款产品订单大幅增加，资金
较为紧张。得知此消息后，连云
港开发区“金融服务专员”上门
对接，2天内完成500万元贷款的
申报审批等流程，贷款迅速投
放，为企业实现防疫物资连续生
产提供了保证。

“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进
一步推进给予贴息补贴、提供融资

帮扶、简化审批手续……早在2月
4日，连云港开发区就出台支持企
业保运营稳发展‘12条’政策，
金融服务专员上门服务，与企业一
道共克时艰。”连云港开发区财政
局副局长潘国玺介绍。

对于企业来说，防疫是前提，
生产是根本，防疫与生产“两手都
要硬”。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特
别是解决好中小企业面临的资金
短缺问题，连云港开发区应时而
动，迅速推出“12条惠企政策”，
并成立“金融服务专员”队伍，加
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的精准支
持，截至目前，已与88家企业逐
个对接，共梳理出融资需求企业
10余家，资金需求近2亿元。

“网格员”筑牢疫情防控体系

“同志您好，请登记、测量体
温，并配合将双手、衣物和鞋子进
行消毒……”22日，当笔者来到
中华药港核心项目工地入口时，被
工地的当班网格员拦住，要求做体
温检测。

伴随着园区全面复工复产，连
云港开发区创新推行“网格化”管
理，打破区域界限，建立企业网
格、社区网格双向互通、联动共促
机制，做好防控、排查、隔离、救
治工作。

连云港开发区要求企业网格
员按照“一人一档”建立疫情防
控信息档案，完善疫情防控信息数
据库，建立网格专项微信群，对
接职工居住地网格，摸清摸透职
工健康状况及行动轨迹，实现信
息共享，为疫情防控提供详实的
数据支撑。开发区政法委统筹协调
市、区网格化管理部门，建立企业
网格、社区网格双向互通、联动共
促机制，强化企业与社区网格的
双向反馈，企业网格员密切联络
员工居住地的社区网格员，第一
时间交流信息，及时动态掌握员
工居家情况，实施全链条管理。

“原来企业只能负责员工上班
时的管理，下班以后对员工管理
就没有抓手了。现在开发区统一
信息数据管理体系，建立政府、企
业、社区‘三位一体’协作联动体
系，政府、企业、社区之间的协同管
理就顺畅了。”江苏雅仕保鲜产业
有限公司二级网格长穆爱胜深有
感慨地说。 贺成东

连
云
港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三
大
员
﹄
保
障
防
疫
复
产
﹃
两
手
硬
﹄

连日来，连云港开发区从开足马力、日益奋战的医药

企业，到逐批复产、有序生产的其他工业规上企业，再到

重点建设项目合理优化施工工期、加快复工复产，陆续在

全面做好防控防护的基础上，全力以赴、攻坚克难，与时

间赛跑、与疫情抗争，全力推进经济快速回升。截至目

前，该区共批准复工企业110家，其中规上企业71家，列

入省重大项目全面复工，复产职工16000多人。

被疯传的一部“网红”手机

年过不惑的周振林，是昆山开发区经济
发展促进局企业服务科科长。他没料到、也
没想过自己的手机号会成为“网红”。

直到2月22日下午，昆山开发区通过报
备审核的规上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他的手机
来电依然一个连着一个：

16时15分，帝景大厦内一家贸易公司总
经理，电话咨询写字楼里的小微企业何时能
复工。周振林请他“耐心等待，我们一起耐心
等待！”周振林的手机号，是这位总经理从委
外会计所在的一个微信工作群发现的……

16时17分，中环时代写字楼内的协怡
鑫电子，一位叶姓女士电话咨询复工准备
流程。周振林的手机号，是叶女士的先生
从一家已复工企业老板那获得的……

16时21分，中天大厦某光电科贸易公司
王女士称是老板“逼”着她填报申请，并打电
话咨询9名员工复工返岗的报备流程。王女
士说，楼上楼下的企业都在填报复工申请，她
是从中天大厦企业群里获得的……通话中，
这部“网红”手机另有3个未接通来电。

截至2月24日14时，周振林的手机这
个月接听来电数2143个；高峰时一天150
个手机来电、累计通话时长3.5个小时。

“三必需”企业复产的经办人

时间回溯到1月27日，大年初三。昆
山开发区疫情防控组织领导，全面转入“指挥
部”运作模式。所有在昆的开发区机关人员，
一呼百应第一时间到工作岗位值守。

按照昆山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
部署，昆山开发区首批6家“三必需”企业，须
尽早动员组织投产，随后昆山各区镇企业复
工联络员名单出炉。其中，昆山开发区的周
振林和他的手机号，出现在一幅截图里，并
由此在不同的工作群、朋友圈里流传。

赛纳医药包装急需紧急出货，运输组织
商请协调；艾利（中国）涉及医药包装标签紧
急复产，商请疫情防控“四个到位”辅导；蓝
月亮涉及防疫消毒物资生产，原辅材料提货
运输寻求协调……6家企业防控的“包案辅
导”，在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现场督促完成
后，若干事项的执行和事务的落实，大都经
由周振林的这只手机，第一时间发送出去。

高峰时，这部“网红”手机一天有超过
3.5个小时处于通话状态；座机咨询、手机答
复，周振林有时不得不“左右开弓”。截至目
前，唯一的一例投诉，来自一家不在优先复
工序列的某货运代理公司负责人房先生，接
听电话的周振林请他“耐心等待！”其后，房
先生投诉他“态度不好”。

不一样的“元宵晚会”

2月8日23时许，元宵节的深夜，昆山
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协调工作组组
长潘建康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结果，
所有与会人员却因全国多个省市涌来的第
一波员工“返昆潮”，被集体“拉”到了昆山
开发区国际会展中心。

这波“返昆潮”，400多名返昆人员需
要开发区确认进入昆山、进入社区、进入企
业……咨询政策措施、寻求证明确认的电话，

多数先打到周振林的这个“网红”手机上：正在高
铁上的来昆人员，自早晨起就没停止过；傍晚时
分，更多的来电是企业打来的……

元宵“晚会”转到国际会展中心，陆续赶来
的还有50余家产值规模超10亿元的企业及其他
规上工业类企业的负责人。主持会议和现场指
挥的昆山市委常委、昆山开发区党工委副书
记、昆山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沈一平感慨说：

“今晚，我们过个‘不一样’的元宵节！”
此时，指挥部领导和工作组的同事们，分担了周

振林的手机“热度”。即便如此，挂在“网红”手机上持
续充电的移动充电宝，也要频频找机会充电。

当天，一则昆山开发区组织企业复工复产报
备审核工作的通告，公开发布。通告里明确了3个
接受咨询的公开电话，2个信箱同步接受企业报备
申请。而实际上，这也成为开发区疫情防控重点转
入组织企业有序复工的一个起点。其中，4人专门
负责申报材料的在线处理，2人协助他接听咨
询电话，这让周振林有了一个喘息的时间。

到高铁站“认领”、专车接回返昆人员，协
助核查身份、测量体温，分别送达企业宿舍、分
流进社区，对不符合返岗条件的人员集中隔离
或劝返，协调企业负责送返……昆山开发区元
宵“晚会”结束后，周振林与值守在其他岗位上
的同事们几乎一夜无眠。

2月9日和10日，第二波和第三波“返昆
潮”接踵而至，“网红”手机的“窜红”并没有停止……
周振林所在的经济发展促进局和综保区8个科室同
仁，同时加入对企业复工“四个到位”的点对点辅导，
分成12个工作小组奔赴现场，执行复工报备两级审
核。与此同时，社区警务与综治“双网融合”管控高
效运行，社区承载与企业承接自觉协同。此间，超
过3.3万名非昆山户籍产业工人陆续上岗，59
个产值规模超过10亿元的企业迅速复产。

责无旁贷的昆山开发区人

昆山开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正式组建及
其8个工作组连夜投入运行时，周振林兼任企
业防控工作组联络员。

“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哪儿‘逮’着就去哪！”
周振林接受的工作指令，除了区防指办、企业防
控工作组，还来自上级工信局、商务局等多个条
线。此外，网络舆情、网络政务平台涉及企业的
投诉、举报，查处协调乃至直接参与调查回复，
也在第一时间“扁平化”交办到周振林这儿。

2月20日24时前，确保规上企业应开工
尽开工！一个最突出的难题仍摆在所有人面
前：超过20万名非昆山户籍产业工人的陆续
返昆返岗，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越是艰难，越要冲在前。做企业最需要
做的事，做企业做不了的事，开发区人责无旁
贷！做最佳营商环境的事，更加责无旁贷！”有
着15年党龄、20年招商服务经历的周振林有
感而发地表示，“千企俱开机，万业夜竞明，才
愈见昆山这座城市的百折不挠。”1月27日至2
月23日，周振林与昆山开发区400多名机关工
作人员、党员干部，分别坚守在疫情防控的不
同岗位已经连续第27天，似乎忘了周六、周日
的时间概念，也没有下班、上班的明确时间。

一路耕耘，一路收获。2月20日，昆山市125
个产业科创项目，如期在昆山开发区境内集中签
约或开工。截至当晚24时，再掀项目建设热潮
的昆山开发区，连同春节期间持续生产的43家
企业在内，共有1283家工业企业，及时通过复工
审核进入复产，复工在岗的企业员工总数达
141907人。 杨 兰 翟永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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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玛泰公司有序生产疫情防控的医药包装中金玛泰公司有序生产疫情防控的医药包装

一个个员工安
全返昆返岗的流程
解答，一家家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的辅
导审核……一部

“网红”手机在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里，
接听了 2143 次咨
询答复，见证了昆
山开发区3.3万名
企业员工有序安全
返岗，浓缩了14万
在岗产业工人对
1283家企业紧张复
产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