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从区直溪镇
获悉，该镇不少企业已经开
始 了 安 全 有 序 的 复 工 复 产 ，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规
定，均对就餐环节和场所进
行了改造。

健尔康医用敷料有限公
司整个春节前后本地员工几乎
没有休息，共有 733 人在岗。
公司对食堂专门改造了餐桌，
原本一张可以容纳 8 人就餐的
桌子，现在只允许最多 2 人同
向而坐。而在就餐时间上，健
尔康实行错峰就餐，把原本
10：45 至 11:15 的就餐时间变
成了现在的 10：30至 11：45。

在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食堂里，公司严格
执行一人一桌，每张桌子之间

间隔 1米多，分批就餐。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因在岗人数达 3000 多
人，企业食堂场地有限，于是
就在食堂门外设置了洗手池，

在选菜专区设置了 1 米等候距
离，还在桌面上用纸板设置了
防护装置，将一张桌子格成了
4 格，非常像是网吧里的一个
个机位。 何嫄 史银飞

企业企业““花式花式””改造员工食堂改造员工食堂

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编辑：蒋建君 戴雪雪 组版：胡佳芸 2版

本报讯 在疫情防控工
作中，华胜社区充分发挥“红
色帮帮团”居民自治力量，与
城管等部门形成合力，织就防
疫安全网。

华 胜 社 区 共 有 居 民 近
4600 户，不仅老龄化程度高，
还有不少外地来坛务工人员。
自疫情防控工作启动以来，

“红色帮帮团”成员单位和志
愿者纷纷响应，主动参与社区
防疫工作。

每天，帮帮团成员都要
去居家隔离的居民家中，给

他们送生活用品、测量体温。
成员们和湖北返乡人员结成
一对一帮扶关系，除了日常采
购，还通过网上聊天的方式对
他们给予心理疏导。社区还
对来自疫区或途经疫区的人
员实行“一人一档”式管理，做
好公共区域消毒、防疫知识宣
传等工作，切实强化疫情防控
工作。 王建舒 吴臻煜

华胜社区：

发挥自治力量 形成防疫合力

近日，在南洲花园防
疫卡口，工作人员对进入
小区车辆例行检查时，发
现一男子藏匿于轿车后备
箱，如此躲避检查的行为
不可取。

疫 情 防 控 战 ， 是 一
场人民的战争，需要齐
参与，共行动。配合防
疫查控工作是每个公民
的法定义务。各小区卡
口也要在“严”字上下
功夫，从“细”字上入
手，开展有奖举报电话，

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各
小区门口要严格管控，严
查人员与车辆进入，尤其
是车辆后备箱。要本着
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
则，继续广泛宣传教育，
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其中。
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
度 ，对 拒 不 听 从 村

（居）委工作人员管
理、劝阻，躲避、闯
卡 乃 至 聚 众 闹 事
的 ，要 加 大 打 击 力

度。要继续加大农夹居、
出租房排查力度，逐村逐
户逐人盘查，确保排查全
覆盖。疫情防控关系你
我他，严格管控靠大家。
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
戮力，相信春暖花开的春
天就在眼前。

孙婷

如此“躲猫猫”要不得

本报讯 为全力做好企业
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工作，我区
各部门充分履行服务职责，全力
以赴投入防风险、战疫情、护稳
定、保民生各项工作，为金坛经
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坚强保障。

区交通运输局深入企业，
督查企业“四个到位”落实情
况，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复工企
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组织运
输企业为复工企业提供员工
返岗包车、定制公交服务保

障，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区住建局对接房地产开发

企业，落细落实开工复工防控
措施。精准完善复工方案，制
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房地
产开发企业复工流程，指派专
人指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工复
工工作，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并联合属地政府进行现场查
看，确保开发企业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做到“四个到位”。

区发改局与大统华、永辉
等大超市和农贸市场对接，做

好价格指导、货源联系等保障
工作。向上争取各类防疫物
资，全面摸排粮油市场保供情
况，确保防疫物资和粮油等生
活必需供给。有序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狠抓项目建设，推
动全区重大项目开复工事宜。

区供销合作总社针对市民
买菜难、卖菜难的问题，下属茅
山竹海农产品商贸有限公司在
微商城推出“茅山竹海同城生
活在线菜篮子”，居民利用手机
平台在家轻松下单，公司派专

人线下无接触安全配送，实现
“一键点菜不出家门，一手提货
不出小区”，切实减少群众外出
消费集聚活动和感染风险。茅
山竹海克服交通等困难，挑起
箩筐下乡，把农户地里的果蔬
收上来；发动车子配送，把新鲜
的菜蔬果品运到小区。

区市场监管局加强部门
协作，聚焦食品安全，通过
对餐饮服务单位及网络餐饮
第三方平台监管，确保市场
餐饮食品安全。要求餐饮企

业主体严格按照《餐饮服务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中的“八个
严格”，落实日常管理工作。
为了让消费者放心下单，美
团外卖平台要求商家在每一
份 外 卖 订 单 上 出 示 “ 爱 心
卡”，明确标出厨师、打包
员、骑手的体温数据，发放
餐品封条。开启“无接触”
送餐模式，配送员必须穿戴
好防护服、口罩，上岗前必
须测量体温，进行开箱消毒。
蒋建君 臧风华 徐欢 孙婷

复工复产路上，我们砥砺前行——

强化职能勇担当 优化服务保民生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区
农业农村局水产部门获悉，目
前全区河蟹养殖面积稳定在
13万亩，基本实现全面生产。

经统计，目前全区有 70%
以上养殖户拥有自己的苗塘，

不存在疫情防控时期蟹种采购
难的问题。水产部门正对全区
蟹苗养殖户进行信息摸排，摸
清可售蟹种的数量，并对接缺
苗蟹农，实现苗塘和成蟹塘的
有效对接。肖温温 陈玉婷

我区河蟹产业恢复生产 本 报 讯 2 月 19
日，区法院首次使用互
联网庭审系统，实现网
上开庭审理案件。此次审理的
是一起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为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现
场开庭交叉感染，承办法官与
当事人沟通并经同意后确定网
上开庭时间，提前电话告知当
事人网络庭审注意事项、证据
资料准备等事项。庭审历时 1

个多小时，法庭纪律宣读、当
事人身份确认、法庭调查、法
庭辩论全程网上进行，井然有
序。当事人对网上开庭审理案
件的形式表示认可，当事人、
法官、书记员开庭笔录将在疫
情结束后现场确认签字。疫情
防控期间，区法院积极引导当

事人采用“12368”诉讼服务
热线和网上开庭模式进行调解
和诉讼，下一步将坚持推行网
上服务，畅通网上立案渠道，
运用互联网实现案件在线审
理，做到疫情防控和审判工作
两不误。

手机台供稿

“网上法庭”防疫审判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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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背后是全区
上下的硬核担当

为缓解当前医用酒精供
应紧张局面，江苏健尔康医
用敷料有限公司将新建年产
2400 吨医用酒精消毒液生产
线项目。为加快该项目落地，
金坛生态环境局火速会同区
发改等 6 部门线上会商，联
合开辟了企业项目生产绿色
通道。

企业复工复产，离不开各
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硬核
担当：

我区成立 7个安全生产督
导组，深入各镇、街道、园区和
有关部门开展督导，指导各地
和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
任，确保问题整改落实落地。

区工信局根据拟复工企
业实际，选派熟练业务的 14
名机关干部对企业实施“一
对一”的驻点服务，同时组
建企业复工巡查小分队，重
点检查现场查杀、员工防护、
生产生活现状、物资库存等，
协助做好合规企业的有序复
工工作。

区人社局开辟网上招聘
通道，主动对接对口支援地区
和劳动力输出大市，通过劳务

派遣机构、劳务中介机构等，
积极招引务工人员，并积极帮
助企业招聘本地员工，缓解用
工难题。

“网上办”“掌上办”，直溪
镇一家企业需在营业执照经
营范围上增加从事第二类医
疗器械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
零售项目，区市场监管局迅速
制定增项方案，整个材料变更
过程仅用了 15分钟。

金坛供电公司继续跟踪
好重点用电企业复工复产安
排，对企业暂停后的恢复用电
申请，实行“当日申请、当日办
结”，推出报装接电“特快电
力”服务，企业用户按实际暂
停用电天数减免基本电费，切
实减轻企业负担。

连日来，市、区领导连
续深入各板块、企业，现场
办公解决问题矛盾，要求在
抓细抓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的前提下，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奋力夺取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区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近日也连续发布疫情防控期
间企业复工规程、复工人员入
坛通行、鼓励支持返乡务工人
员留坛就近就业创业等政策
文件，从各方面为复工复产创
造外部环境。 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