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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

走访调研 解决困难

蜜蜂张街道针对已经复工
的企业，采取设立职工体温检测
登记台、错峰上下班、不集中就
餐、定时消杀通风等防疫措施，
避免员工集中复工作业而产生
交叉感染。同时，街道还采取
“四抓”措施，确保沿街门店复工
复产有序推进。

紧抓组织 成立以街道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沿街门店复工复产
工作小组，联合辖区食药所、工
商所、卫生所、执法中队等相
关部门形成联动机制。通过巡
查、电话告知等形式向未复产
复工的沿街门店负责人宣传复

工复产疫情防控政策，分行
业、分批次引导沿街门店有序
复工，积极帮助沿街门店建立
防控机制，解决复工复产手续
办理、防护物资保障等问题。

紧抓机制 建立街道——各
职能部门——社区三级沿街门店
复工复产网格机制。每个网格设
置网格长，责任到人、联系到户。
织密排查网格，重点查看沿街门店
疫情防控承诺情况、从业人员纳入
街道社区二维码健康登记管理情
况、门店各项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负面清单门店及不具备复工条件
的门店有无擅自开门经营情况。

紧抓规范 疫情防控工作开
展以来，街道第一时间对沿街门
店复工复产进行了规范，挑选一
批保障民计民生的门店，制定了
《沿街门店经营标准规范公告》
《门店消杀记录表》等“五套规
范”，严格要求营业门店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紧抓落实 要求已复工沿街
门店落实主体责任，各个行业
主管部门肩负起监管责任，确
保各沿街门店落实疫情防控机
制到位、员工排查到位、内部
管理到位、宣传教育到位、物
资储备到位、信息报送到位。

“三送一强”活动开始以来，二七区各单位严格按照工作部署开展走访调研，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实际困难，出台各项具体措施，
解决实际问题，将“三送一强（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强信心）”政策落到实处，为快速恢复辖区经济活力提供强有力支撑。
记者 张改华 通讯员 时璐瑶 张俊莉 文/图

3月 21日上午，五里堡街道复
工复产帮扶小组成员将连日来多
方筹措的防疫物资分别送到辖区
光明乳业和雪中王两个企业负责
人手中。

“复工以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
足够的口罩，今天街道帮扶小组为
我们送来了口罩，解了燃眉之急。
他们疫情期间多次上门为我们送政
策，指导我们做好防疫措施，我们的
复工复产才得以顺利进行，非常感
谢。”光明乳业的负责人梁学丽拿到
口罩后激动地说。

“我通过多种关系购买口罩，一
直没有买到，这次帮扶小组将口罩
送上门，我们可以放心地开工了，真
心感谢，给他们点个赞。”雪中王企
业负责人如是说。

据悉，近日，五里堡街道复工复
产帮扶小组在走访调研时了解到
辖区光明乳业和雪中王两家企业
口罩有很大缺口。两位企业负责
人表示，他们购买的口罩价格为
每只 3.2元，不仅价格高，而且数

量不够。为了能让企业买到质量
过关且价格便宜的口罩，五里堡街
道会同区直有关部门千方
百计帮助企业联系相关货
源，并对接购买渠道，为两
家企业购买了单价为 1.4
元的 4000只口罩，为企业
节约了不少成本。

春风送暖，各企业门店也
陆续开工。为加快辖区企业
商户复工复产速度，解放路
街道开展“四风送暖行动”，
为辖区企业商户梳理政策内
容、送去服务支持，帮助企业
协调减免房租，申请调配防疫
物资，全方位助力企业顺利复
工复产。

送政策春风。街道工作
人员利用“线上＋线下”双向
宣传渠道为辖区企业宣传应
急稳岗补贴政策，对企业办理
应急稳岗补贴所需资料、办理
流程进行详细解释，了解其实
际需求，积极为资金紧张的企
业申请应急稳岗补贴。截至
目前，街道共为辖区 9家企业
申请应急稳岗补贴金额 718
万元，确保企业“无资金忧虑，
强复工信心”。

送服务春风。街道复工
复产专班人员深入辖区各企
业商户内部，一为其发放复工
达产“十二招”“三送一强”服

务手册等宣传资料，及时为各
复工企业释疑解惑，帮助其梳
理政策内容，指导企业规范各
项政策申报程序。二为其讲
解新型经营模式，为其送去
“线上经营”“云逛街”等经营
理念，帮助企业转变经营思
路，为企业顺利复产送去各项
服务支持。

送减租春风。街道主动发
挥自身“大管家”的作用，与辖
区万象城等大型商企负责人协
商交流，为各商户争取房租减
免，减轻商户经营负担，为各商
户创造出“复工稳、复产安”的
良好经营环境。

送物资春风。街道协调
各方力量，统一调配防疫物
资，为缺少防疫物资的复
工企业送去物资支持，截至
目前，街道共为辖区 12家企
业调拨防疫物资口罩 6300
只、手套 200 个、消毒液 0.4
吨，为企业顺利复工提供安全
保障。

建中街街道
“送、问、研”落实“三送一强”政策

随着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
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建中街街道严
格按照二七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部
署，积极推动恢复辖区经济平稳运行。

为了更好地落实“三送一强”政
策服务，扭转经济下行局势，街道多
次召开专题研讨安排会，坚持从三
个方面做好复工复产工作。

一是送，送帮扶支持。坚持主
动作为、不等不靠，班子成员持续到
企业商户上门走访，鼓励坚定信心、
抢抓机遇、鼓足干劲，针对复工复产
所面临的防疫物资短缺、用工难等
问题，以帮助协调申请防控物资、制
定网上招聘会、聘请专业技术性公
司进行指导等方式满足需求。同时
将企业防疫期间复工复产好的经验
做法进行推广宣传。

二是问，问需求进度。问企业
商户对市区相关复工复产“三送一
强”政策扶持情况是否熟知、对享受
优惠相关流程是否清楚、企业已享
受的扶持政策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街
道能够帮助协调解决的其他问题
等，同时对员工健康承诺进行考核。

三是研，研疑难杂症。街道分
包县处级领导、班子成员每天召开
研讨会，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掌握企
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实际困难，
建立台账，对企业反映需要帮助解
决的问题逐个研究、分层分类办理，
在推动规上企业逐步复工的同时，
不遗漏小商户的需求，积极做好动
员、帮扶、协调工作，针对疑难问题
集思广益，研究专项解决办法，切实
帮助企业商户渡过难关。

五里堡街道
企业复工缺口罩？帮扶小组送上门

人和路街道 五字工作法深化“三送一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郑州市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
展的若干举措》和复工达产二七‘十
二招’，你们可以再仔细看看，有哪
些不明白及需要我们帮助的，可以

随时和我们沟通联系。”近日，在人
和路街道辖区河南德润置业有限公
司，人和路街道负责人正在向企业
人员讲解疫情期间的政策支持。

为统筹做好辖区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人和路街道五字工作
法深化“三送一强”，通过“送政策、
送服务、送要素，强信心”，帮助企业
解决复工复产困难，提振企业加快
发展信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支撑。

“专”，组建“三送一强”工作专
班，街道、社区、企业三级联动，形成
联系走访常态化、解决问题快速化、
办理反馈及时化工作态势，为辖区企
业开展“一对一”服务、上门服务、现
场服务、线上服务，形成职责明确、行
动有力、开展高效的工作格局。

“访”，实地走访企业，分包街道
区领导带队，先后到河南威佳宏诚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郑燃金象

车用能源有限公司、河南海天假日喜
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了
解企业房租、员工成本、同期业绩等
共性问题及企业个性问题，深入了解
企业疫情防控等情况，以“三送一强”
为抓手，及时了解企业诉求。

“送”，送政策，送服务，送要素，
通过“线上”+“线下”，利用微信群、
发放宣传册等，将相关政策传达至
企业，为企业送去“定心丸”。

“解”，解决企业难题，及时了解
企业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采取销号
制管理，对于能当场解决的及时向
企业提供解决方法，不能解决的及
时向上级部门争取政策支持。逐项
对接服务，帮助复工复产企业购买
口罩、酒精、消毒液等物品。

“查”，每日到辖区企业查看“双
承诺”落实情况、场所管控情况、防疫
物资储备情况等，并严格要求企业认
真落实复工复产及防疫工作。

侯寨乡 坚持“四个一”落实落细“三送一强”

樱桃沟管委会
当起“解说员”“服务员”“推销员”

在樱桃沟管委会辖区，许
多企业、工厂内工作人员来回
穿梭，机械忙碌运作，稳定运行；
在许多项目工地上，焊接声、锤
打声、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
据了解，面对疫情防控下复工复
产大考，樱桃沟管委会积极响
应、创新模式、摸清底数。他们
送政策当起“解说员”，送服务、
送要素当起“服务员”，强信心扩
销路当起了“推销员”。

为摸清底数，做到心中有
数，5个人电话打了整整一天，
辖区内1000多个企业负责人，
1700多个门店主的电话逐一
打通，几天下来，对辖区企业、
工厂、门店等家底了如指掌。

通盘考虑顾大局，党工委
班子结合辖区为城乡接合部，
大部分均是规下小企业和小
门店实际情况，审时度势、因
地制宜，创新复工复产模式。
简化流程、快捷服务，成立“三

送一强”活动领导小组，下辖
保障服务专班、政策服务专
班、防疫服务专班和强信心送
温暖专班，由科级干部担任专
班负责人，深入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的瓶颈和制约，切实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遇到的用工保障、防
疫物资储备、产业链配套、原材
料采购、市场销售等实际困难。
针对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出现
的用工、用地、资金、防疫物资储
备等要素瓶颈，协调督促有关部
门第一时间解决，指导企业做
好疫情期间防控工作。

另外，管委会400多个“十
户联防”专班迅速蝶化增添服
务复工复产新职能，实现“三
送一强”走进百企千店，100%
全覆盖、零遗漏 。目前，樱桃
沟辖区 13个重大续建项目和
1个新开项目已全面复工，企
业、工厂、门店等复产复业率
已超过60%。

为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侯寨乡结合辖区实际，坚持“四
个一”，落实落细“三送一强”活动，
扎实有序推进辖区企业复工复产。

一个专班强合力。成立以行政
正职负总责的开工复工“三送一强”
活动工作专班及分管副职为组长的
工业企业、商贸服务业、临街门店和
房地产建筑业 4个开工复工工作小
组，明确各工作组、相关科室、分包
村（社区）领导等职责分工及相关要
求，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
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坚持开工复
工“三送一强”例会调度，及时研判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和各行业在开复
工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一套方案明措施：制订《侯寨乡
“三送一强”活动实施方案》，明确内
部机构职责、任务分工、物资储备等
内容，对疫情防控宣传教育、人员管
控、环境设施消毒、食堂用餐、疫情
处置及重要情况处理上报等方面进

行明确、细化、可操作。建立全乡开
工复工工作群，及时通报各行业、各
领域开复工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等
内容，集中点评、自我加压、比学赶
超，保障“三送一强”落实到位，推动
各行业真复真开、达产达效。

一次培训宣政策。紧紧围绕郑
州市普惠政策30条，为全乡40余家企
业进行讲解，并通过钉钉群、微信群让
企业了解熟悉，广泛宣传省、市、区相
关部门在用工、税费、资金等方面的惠
企政策，将各项惠企政策及疫情防控

形势及时传达到每一个企业，
提高企业及主要负责人政策
知晓率，确保惠企政策不棚
架，落到实处。

一批物资送前线。目
前，为企业送政策150余次，
帮助企业多方联系渠道购买
口罩2.8万只、84消毒液3.26
吨，手套2万套，防护服300余
套，体温枪200余个。

解放路街道
稳岗“送春风”当好“定心人”

德化街街道
党建领航添动能 复工复产破浪行

德化街街道党工委坚持党
建引领，发挥党组织堡垒作用，
立足“三送一强”活动，以提振企
业信心、助推复工复产为目标，
做到把好“舵”、扬好“帆”、护好
“航”，为企业全面复工复产提供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强化党建引领，为复工把好
“舵”街道下辖两个社区党组
织，共划分 15个网格，依托网格
分包机制，由班子成员分包，细
化街道复工复产专班力量，开设
复工复业热线电话，通过上门指
导、建立微信群、制作复工流程
图等服务形式，与企业、商户开
展“一对一”跟踪服务。党工委
积极联合税务、工商、卫生、人社
等有关职能部门，对所有政策措
施分产业、分行业归纳、整理、细
分，提取“干货”，送至企业、商户
手中并做好解释指导。目前，街
道共发放“三送一强”复工复产
优惠政策、复工达产二七“十二
招”等各类手册1500余份。

着力商圈党建，为复工扬好
“帆”街道党工委依托商圈党建

联盟，发挥党建指导员作用，指
导辖区粤海酒店党支部，发挥非
公党组织红领作用，创新实施
“1234”复工防控工作法，组建 4
个专班，突出党员带头，设立党
员先锋岗，严格闭环管控，打造
德化街街道企业复工复产样板，
并在辖区 8个非公党组织及 18
家规上企业成功推广，提速辖区
企业复工复产步伐。街道党工
委依托网格，组建党员志愿者服
务队，深入沿街商户宣传复工复
产政策，主动帮助30余家沿街商
户协调解决了复工复产遇到的
难题，提振企业、商户的复工复
产信心。截至目前，街道规模以
上企业18家已全部复产复工，沿
街商户复工复产90%以上。

发挥党员先锋，为复工护好
“航”街道党工委通过“多身份”
转换，号召党员干部当好“联络员”
“店小二”“大管家”，强力助跑“三
送一强”活动。目前，已为多家企
业、商户协调解决口罩6500只、红
外线测温设备2个、84消毒液、酒
精80公斤等防疫物资。

蜜蜂张街道
“四抓”措施 筑牢复工复产安全

党建引领 提振信心

二七区：落实落细“三送一强”助力企业复产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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