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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屿
本报讯 连日来，大麦屿街道

班子成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分组深
入辖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指
导服务，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我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口
罩、体温枪、消杀用品都有充足的库
存，第一批返岗员工以玉环本地或春
节未离开玉环的外来务工人员为
主。”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记林杭一
行来到浙江宇太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前的准备情况，并
就存在的疏漏和不足给出指导意见。

“宇太精工”是大麦屿 7家“白
名单”企业之一，已于 2月 10日开
工。目前已到岗员工303名，其余员
工将陆续返回。

“我们目前有7000万元的订单要
生产，公司的产能正在逐渐恢复。”
据“宇太精工”董事长姚必武介绍，
公司准备了员工宿舍，并租下附近一
家宾馆，方便后续返玉的员工进行居
家隔离，2处隔离场所均已进行了全
面消杀，并落实专人负责管理。

台州展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也
复工在即，2月12日一早，大麦屿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林楚
法一行来到企业，检查防疫情况和
复工准备，并对企业人员测温登
记、口罩回收点设置、办公区域消
杀等防疫措施进行指导，保障防控
细节落实到位。

“街道很积极，为我们复工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展兴机械”负
责人对复工指导表示了感谢。

继 7家“白名单”企业复工后，
大麦屿第二批复工企业也已完成复
工准备。截至2月12日下午5时，已
有38家企业复工。 （茹冠钦）

楚门
又讯 2月12日上午，楚门镇组

织相关人员成立企业复工服务队，
深入符合复工条件的企业开展对接
服务，落实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第
二批企业复工复产。

“企业复工各项准备工作要有序
跟进，严格用工管理和复工流程，
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切实解决复
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玉环海欧
阀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楚门镇党
委书记金加树向企业负责人详细了
解了复工准备情况，并为企业提供

“一对一”的帮助。
浙江方向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已成立防疫领导小组，建立
“一企一表”“一人一表”登记制
度，该公司有一个独立观察点，并
储备了 1000只口罩、84消毒水、手
套、喷雾器等防疫物资，还有1万只
口罩正在运输途中。“食堂就餐的桌
子还要适当拉开距离，实施错峰间
隔就餐，避免人员聚集。”复工服务
队工作人员及时提醒企业做好整
改，并指导设置返玉人员集中隔离
观察点。

“请在这里接受测温，并做好手
部消毒，戴好口罩做好登记……”
在浙江康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大门
口，企业的3名防疫工作人员对进出
厂区人员进行严格规范的检查。进入
厂区后，防疫宣传标语随行可见，生
产区、食堂、宿舍合理分隔，监测设
施和消杀设备已配备齐全。“现在主
要的困难是交通运输方面，600万元
库存的产品发不出去，还有上游配套
供应链厂家尚未复工。”该公司经理
告诉笔者，目前在玉的本地员工约70
人，可以复工生产。

据悉，楚门镇第二批符合复工
条件的企业共 36家，将于 2月 15日
复工。连日来，楚门镇通过建立对
接企业服务机制，在各村 （社区）
成立工作专班，组建志愿服务队等
方式，全面排摸企业生产经营中遇
到的难点问题，及时为企业送服
务、助复工。 （应军）

清港
又讯 2月10日起，清港镇内的

浙江华龙巨水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苏尔达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
陆续开始复工。

2月 11日上午，“苏尔达”公司
门口排起小长队，员工们戴着口
罩，自觉隔开1米，陆续等待测量体
温。“复工第一天，20多个车间已正
常生产，90名正式上岗的员工以玉
环本地员工为主，还包括了留在玉
环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苏尔
达”公司党支部书记伍亨永介绍道。

“苏尔达”是清港镇 4家“白名
单”企业之一。企业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在复工前对所有员工的出行
情况、身体状况等信息进行了排摸，
并且在工作期间安排测温巡查。

在浙江华龙巨水股份有限公
司，15个车间班组已经正式运行。
午饭期间，为减少厂区内的人员聚
集，公司安排员工分时段在食堂分
区就餐。目前公司共有260名员工正
常上班，复工班组覆盖公司全车间。

“上班期间公司是全封闭式管理
的，每天下班后会进行消毒。我们
专门腾出了 30多个有独立卫生间的
员工宿舍，方便后续来玉的员工居
家隔离。我们还准备了千余个口罩
供全体员工使用。”“华龙巨水”公
司党支部党务工作者孙起斌表示，
公司将及时补给防疫物资，全面保
障员工安全。

“我们将把各项防控和服务保障
措施落细落小落实到位，服务企业
开业开工需要，确保做好‘复工
潮’下的疫情防控工作。”清港镇常
务副镇长陈舒表示。 （郑钦心）

芦浦
又讯 连日来，为帮助企业有序

复工，芦浦镇落实“一企一策”措
施，镇班子成员上门服务，点对点加
强指导，为企业安全生产创造条件。

“在芦浦镇的指导下，我们严格
按照‘六个一’的标准做好了复工准
备，包括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都已到货。现在以本地工人为
主，外地员工按批次返回并做好隔
离，逐步恢复正常生产。”浙江玉升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道。

据悉，芦浦镇就企业最为关心
的问题整理了一份《企业复工工作
指南》，包含了审批流程、注意事项
等内容，帮助企业更快速地了解复
工流程，提高效率。芦浦镇还成立
了企业复工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领
导班子成员为复工企业提供“一对

一”的精准服务；每家企业还安排
了复工指导员，负责疫情防控期间
企业复工工作的协调落实，围绕有
序复工目标，按照职责分工，细化
工作步骤，确保企业复工工作扎实
推进。 （林慧）

玉环经济开发区
又讯 连日来，玉环经济开发

区组织人员力量，以“上门包干、
结对服务”的形式，帮助辖区企业
做深做细厂区防疫、人员接送等前
期准备工作，全力助推辖区企业早
复工、早生产、早出效益。

在浙江康华眼镜有限公司，指
导组一行深入生产车间、员工餐厅
等处开展走访、检查。针对企业人
员进出、车间日常管理、集体用餐
协调、环境清理消毒等复工准备情
况，指导组现场拿出文件逐条确
认。“临时观察点的位置要换一下，
建议放到人员流动较少的一楼仓
库，应急救援车辆要尽快落实。”指
导组成员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足一一
给出了整改意见。

“ 员 工 的 体 温 监 测 情 况 怎 么
样？”在玉环普天单向器有限公司等

“白名单”企业，指导组人员一丝不
苟地开展“回头看”。

据了解，连日来，玉环经济开
发区通过牢牢把握“分批复工、错
峰开工、平稳有序”的原则，根据
企业实际制定“一企一策”，结合一
系列“面对面”的贴心服务，努力
做到“疫情防控到位、生产平稳有
序”。截至目前，累计实现辖区企业
复工复产9家，资料过审待开工企业
10家，达到规上企业对接率 100%，
完成上门走访、服务对接“全覆
盖”。 （泮思锖 王鸿义）

“一对一”精准服务

为企业撑牢复工防护伞

本报讯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目前，我市渔业复
工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中，但不少“渔老大”却面临招工
难题。

“外籍船员来玉要隔离观察 14
天，可渔汛不等人，愁啊……”看
到朋友圈里不少船东唉声叹气，玉

环市东海鱼仓现代渔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林招永想到：“我们公司接触的
人员广，能不能整合一些在玉船员
资源，帮船老大们集中招工呢？”

说干就干，2月 8日，林招永将
十几艘渔船工人短缺的信息整理成
表格，并通过传单张贴、微信转发
等方式发布了《义务协助渔船招工

的通知》，面向全市集中招聘春节
前未离开玉环的外籍船员。短短 4
天，公司就接到了 28个应聘电话。

“接到应聘电话后我们首先会询
问他们的身体情况、是否持证、春
节动向等信息，然后通知他们带好
各项证明，我们再安排他们和船老
大见面。”林招永说。

“本以为上半年出不了海，没想
到这么快就招到了人！”2月 12日，
船东曹松海从报名处领走了 3名船
员，他高兴地说：“这下人齐了，我
们马上就会着手办理出港申报手
续，让海鲜早日上餐桌。”

（黄潇以 刘斌辉）

爱心公司义务当中介帮渔老大招工

本报讯 为解决群众实
际生活需求，根据《玉环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
指 挥 部 的 通 告 （第 17
号）》，2月 11日起，允许
部分符合要求的餐饮店在禁
止堂食的前提下，提供打包
和外卖服务。2月 12日上
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
第一批开放的餐饮店进行检
查。

“测一下体温，36.6℃，
朱权贵，11时40分。”在玉
城街道城中路 33号的肯德
基玉兴餐厅里，副经理黄鲁
霞正在登记每个前来领取外
卖的配送员的体温。据了
解，自开放外卖经营以来，

商家除了每日为员工测量3
次体温，还对来店自取的每
位顾客、配送员测量体温并
登记。玉城街道长康路 40
号的面馆已恢复外卖经营，
每日的销售量也稳定在120
至160份。对于现在还上门
自提的客户，店家都会尽量
劝说他们在外卖平台上点
餐。

据悉，首批通过申报、
核实的152家餐饮单位已恢
复外卖经营，这些单位需严
格落实体温测量、场所消
毒、禁止堂食、引导客户有
序排队、使用电子支付等多
项要求。

（李藏露 刘志华）

部分餐饮单位开业

仅恢复外卖经营

本报讯 当前，各大
主流快递公司的复工状态
备受市民关注。在春节及
防疫期间，我市邮政快
递、顺丰速运就一直处于
运营状态，目前也在推进
全面复工复产工作。

2 月 12 日上午，记者
来到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
江省玉环市分公司，分拣
区内不少工作人员正忙着
处理存量包裹，室外运送车
辆进进出出运转不停。中国
邮政作为寄递行业“国家
队”，疫情期间各经营部正
常运作，保障我市防疫物
资和居民基本生活物资的
寄递畅通，目前正在平稳
顺利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玉环邮政公司副总经
理袁立志告诉记者，公司
目前共有123名投递员，以
本地员工居多，复工率已达
到95%，当天网运运能恢复
到了疫情前的80%，3天后
可完全恢复，能够满足全市
人民群众的寄递需求。

而在顺丰速运玉环分
公司，受疫情影响，公司
面临外地员工无法返工、
区域上岗人数不足、派送

受限等多重限制，目前在
我市的 7 个网点中，仅清
港、玉城、大麦屿3个网点
正常营业。

清港营业点负责人齐
凤阁介绍说，玉环顺丰快
递 的 外 地 员 工 占 比 近
70%，为响应政府的疫情
管控政策，外来员工无法
返岗，导致网点人力不
足，运营存在一定缺陷。
受有限的人力和各个村
（社区）人员进出管控的影
响，顺丰也提倡客户自寄
自取快件，同时，各网点
严抓员工、快件取送过程
和客户接待的防疫工作，
减少疫情风险。对于外地
员工返玉返岗问题，公司
将积极与政府部门沟通，
紧跟最新政策，有序推进
全面复工工作。

此外，记者于当天上
午 10 时左右，走访了申
通、中通、圆通等其他主
流快递公司站点，发现均
未开始营业，联系电话尚
无人接听。我市快递业全
面恢复至年前状态，仍需
一定时日。

（张馨 吴铭 叶玮）

邮政、顺丰快递
逐步恢复正常运营

本报讯 “房东需统
计并收集所有承租人身份信
息，到警务室进行登记……
对新承租人和返回的租户要
问明从何地过来……严格落
实 14天居家观察隔离措施
……”2月11日，坎门街道
双龙村向全村房东下发了
350份《告全体出租房屋房
东书》，动员房东参“战”，
进一步落实防控措施。

双龙村位于玉城和坎
门的交界处，是坎门入城口
第一站，总人口 3000 多
人，年前拥有外来人口
2740 多人。从出租房入
手，该村推出了一系列针对
房东群体的防疫要求，包括
对现有租户摸排登记人数、
登记新租户并配合做好居家
隔离、及时举报私自入住的
外来人员、对房屋进行全面
消毒等。

双龙村党总支书记潘
辉福说：“当前返工潮即将
到来，作为出租户大村，我
们所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
为此，我们向房东下发‘告
房东书’，落实房东的主体
责任，做到以房管人。”

此举也得到了房东们
的积极响应。“告知书把房
东要做的事说得很清楚，我
们会积极配合村里把该做的
措施一项不落地做到位。”
房东潘根林说。

与 此 同 时 ， 该 村 两
委、驻村干部充分发动党
员、村民力量，组建了 50
余人的防疫志愿队伍，设立
党员先锋岗、后勤服务岗、
村居巡逻岗的“三岗”，通
过村口设卡、严格管控居家
隔离人员、全方位巡逻等措
施，织紧织密疫情防控网。

（陈雅倩）

以房管人
坎门织紧织密疫情防控网

图为楚门镇企业复工服务队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准备情况图为楚门镇企业复工服务队检查企业防疫物资准备情况。。应军应军//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