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科伦药业有限公司工人在检查产品质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摄

本报讯 9 月 21 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胡忠雄主持召开贵阳市疫情防控现场处

置省市联动指挥部调度会。 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第九版防控方案

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贵州工作组部署要求，

坚决做到民有所呼、政有所应，最大限度解

决和回应好群众诉求。

市委副书记、市长马宁宇，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孙发讲话，贵阳市疫情防控现场处置

省市联动指挥部有关工作组负责人参加。

会上，胡忠雄通报疫情防控工作中群众

关心关注的重点问题， 认真听取有关工作

组、有关区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并研究下一

步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他指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是我们做好疫情防控的根本出发

点和落脚点。 贵阳贵安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

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精细化落实好

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

着良心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和看病就医需

求，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对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的影响，切实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

胡忠雄强调， 要精准做好社会面防控，

科学精准划定高中低风险区，严格落实管控

措施，统筹各方面力量，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

坚决守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要扎实

做好核酸检测工作，持续强化专业核酸检测

队伍动员建设，合理设置核酸检测点，科学确

定核酸检测频次、范围，全面提升常态化核酸

检测能力。 要周密做好隔离管控，精准确定

隔离对象，严格落实隔离转运措施，有效强化

隔离场所管理和服务保障，及时落实解除隔

离有关工作规定，着力打通工作堵点，确保隔

离管控工作安全有序。要用心做好物资保障，

加快建立健全重点区域物资接驳体系，压实

楼栋长、点位长的责任，着力增强配送力量、

提高配送效率，持续加大困难群众、特殊群体

基本生活保障力度，确保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要严肃做好督查督办，全面压实各级各部

门疫情防控责任，对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干

部要严肃追责问责，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马宁宇强调，疫情尚未结束，防控不能

有丝毫松懈。 要坚持科学精准防控，严格落

实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加强重点区域疫情形

势分析研判，筑牢疫情严密防线，坚决守住

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要站稳人民立

场，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绿丝带” 暖心

行动，畅通群众反映问题渠道，层层压实部

门和属地责任，及时回应群众关切，确保事

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要集中力量推进堡

垒攻坚，从严从紧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

施，针对重点人群主动靠前服务、贴心服务，

做到防疫有温度、攻坚有力度。 要坚持问题

导向，提升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速度，扎实

做好解除隔离人员后续管理、 终末消杀、防

交叉感染等工作， 确保隔离转运精准高效、

安全有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当日下午， 胡忠雄主持召开专题会，研

究外地滞留人员离筑工作。 他强调，要加快

摸清滞留人员底数，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

障，沉入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切实打通

各环节工作堵点，全力推进滞留人员有序安

全离筑。

有关区（县），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代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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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解决和回应好群众诉求

马宁宇孙发讲话

防疫生产“两不误” 复工复产“加速跑”

———贵阳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见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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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月 19日 18时起， 贵阳市实施分级

分类疫情防控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防疫不放松，生产不停工。全市各级各部

门在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 千方

百计解决难题，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尽快把时间抢回来、

把进度补起来，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防疫生产“两不误”

出示“三码” 、核酸检测结果，测温、登

记、消毒……9 月 21 日，在位于乌当区水田

镇的贵州飞龙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储存车

间内各条生产线快速运转，叉车来回穿梭运

送桶装水，工人规范佩戴口罩，熟练地操作机

器，开足马力赶订单、抢进度。

本轮疫情发生后，该公司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优化生产组织运行机制，全力保障

饮用水的生产与供应。

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 连日来，乌当

区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解

决难题，统筹抓好经济发展各项工作，越来越

多企业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 截至 9 月

20 日，乌当区 87 户规上工业企业已有 21 户

恢复生产，剩余 66户正有序组织复工复产

位于清镇市药业园区内的贵州科伦药业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大容量注射剂为主的

现代化制药企业。

本轮疫情发生后，科伦药业第一时间启

动应对疫情保障生产的应急预案，确保安全

生产与药品质量。 本轮疫情期间，该公司的

产能达到了满产期间的 90%。

同时，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关心指导下，该

公司畅通原料和产品运输。 目前，科伦药业

已恢复满产状态， 每日生产大容量注射剂

100万瓶（袋）。 今年已完成产值 3.02亿元，

同比增长 13.7%。

精准服务“添动力”

为有效推进高新区复工企业全面执行

“一扫四查” 、守好企业安全防控关，高新区

行政审批局防控五组在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家门口”设置了核酸分检点，让辖区

企业员工方便、快捷地进行核酸检测。

“‘一扫四查’ 包括扫场所码，查体温、

健康码、 行程码和 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 这意味着企业员工每隔一天就要进行

核酸检测。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

工较多， 长期去几公里外进行核酸检测存

在诸多不便。” 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防控五组

工作人员说。

为方便企业员工就近采样、快速返岗，加

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高新区行政审批局防

控五组积极上报，最终在世纪恒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园区开设了分检点，便利企业员工

就近开展核酸检测。

9 月 20 日，在位于白云区通化路上的七

压力容器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里，机

械声轰鸣，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在各自

的岗位上认真作业，生产现场井然有序。

自 9月 9日白云区部分区域解除临时静

态管理以来，该区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项目建设，在确保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各级各部门联合协作、优化服务，加强

复工复产指导、防疫物资保障、专员包保服务，

有力推进辖区各工业项目有序复工复产。

“在白云区委、区政府指导下，公司严格

落实各项防疫政策，实行闭环生产模式，在确

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执行到位的前提下复工

复产。 ” 白云区七冶压力容器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党总支书记段良标说，目前，该公司各条

生产线人员、生产物资等配备齐全，复工率和

人员返岗率达 100%，实现了全面复工复产。

以“智” 为擎忙生产

9 月 14 日，高新区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厂区门口，进出人员正有序进行

身份信息登记、体温测量。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是保障企业安

全、平稳生产的重要前提。 ”雅光电子行政部

后勤主管周斌说，为严守疫情防控防线，该公

司制定了防疫复工方案，并签订了《高新区

企业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书》，严

格对照《贵阳高新区疫情常态化防控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手册》 的要求逐项完成相关工

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 同时，雅光电子还开

启了“自动化 +智能化”生产模式，全力弥补

疫情带来的影响。

9 月 9 日零时起， 贵阳市部分区域解除

临时静态管理，转入常态化疫情防控状态，雅

光电子于当天复工复产。 “虽然员工返岗率

仅 30%，但我们通过网络会议、线上沟通，工

作群里居家防疫的员工都在积极做好准备，

等待第一时间返岗工作。 ”周斌说，“我们每

天都要对厂区进行消杀，监测员工健康情况，

所有到岗人员均由公司统一安排食宿，统一

进行核酸检测、体温测量。 ”

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成为复工复产的

坚实基础。“目前，公司的复产率为 45%。 我

们正努力追进度、赶订单，争取尽快恢复产

能。 ”雅光电子副总经理杨扬说。

雅光电子是一家围绕汽车发展方向，主

要研发、生产新型汽车电子功率器件、功率集

成电路 IC、功率模块、磁阻传感器等系列产

品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智能化是该公司

复工复产的重要“引擎” 。“目前已复工复产

的整流桥组、二极管车间都已经过智能化改

造，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在极少的人力投入下

就能快速地让车间运转起来。 ”杨扬说。

“生产线所有关键设备均设置了数据采

集接口，将生产数据和参数实时记录传输到

云端。数据采集接口约每 8秒采集一次数据，

生产线根据数据自动优化生产。 如此，一条

生产线上的员工由 38人减至 12人， 产品产

量提升 58%，优品率提高 33%，经济效益提高

15%。 ”杨扬说，“智能化后，对产品质量的把

关更加严格，一旦产品出现问题，马上可从云

端调出产品信息，进行分析和改进。 ”

“现在正值旺季，我们将尽力把疫情带

来的影响降到最低，争取在四季度达到原来

的满产期数据。 ”杨扬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梁婧 易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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