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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疫情发展牵动人心，遏制
疫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关键
阶段，宏河集团积极承担国有企
业社会责任，用实际行动全力支
持抗击疫情。自集团党委行政发
出倡议开展捐款活动之后，宏河
集团全体干部职工树立家国情怀，
发扬中华传统美德，通过各种微
信、支付宝等形式仅一天时间募
集善款 232337.66 元，力所能及地
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为共同抗击疫情，按照邹城
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 控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指 挥 部）
《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社区、公共场所
及居家消毒工作的通知》 要求，
宏河集团积极协调有关化工企业，
购进 3 吨次氯酸钠消毒原液，无
偿提供给各镇街、市直部门，配
合各镇街、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消毒工作，有效缓解了各镇街、
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服务中心
等单位药物消杀工作的需求。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的紧要时期，宏河集团主动投
入疫情防控工作，严格做好防控
措施同时积极协调物资及捐款等，
以行动诠释责任，用爱心彰显担
当，为抗击疫情凝聚力量。截至
发稿，宏河集团分别向邹城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市内相关部门捐
赠氯酸钠消毒原液 3 吨、一次性
医用口罩 7000 个、捐款 23 万余
元。

新冠肺炎疫情覆盖了节日的
气氛，而疫情的发展，更是时刻
牵动着我们的心。灾难无情，人
间有爱！疫情来势汹汹，各方驰
援的脚步也更加紧促。疫情面前
展时代担当，一些医务工作者去
了前线，各镇街、市直部门的同
志们坚守在我们邹城的各个防控
一线。在疫情后方的我们，请配
合、配合、再配合！请防控、防
控、再防控！保护自己，也是保
护他人，尽自己所能为战“疫”
胜利贡献宏河力量！ （张奉献）

本报讯 2 月 2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杜
庆节一行莅临集团下属单位邹城市盐业公司检
查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杜庆节要求，各复工复产企业要把疫情防控
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按
照复产复工相关工作要求，制定疫情联防联控工
作方案，切实做到“八个必须、五个到位、四个
坚持”，实现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有机结合。各相
关部门要加强分类指导，督促企业把各项防控措
施落实落细。同时，要主动与生产企业进行对接，
协助企业解决资金、运输、原料供应等困难，打
通供应链条和生产链条，在保障质量、安全生产
的前提下，深挖产能潜力，全力保障我市疫情防
控需求和人民生活需要。 （张奉献 罗卫东）

集团助力疫情防控 贡献宏河力量
———捐资 23 万余元 捐赠口罩 7000 个、消毒液 3 吨

2 月 1 日，市政府副市长吴婧代表市委市政府
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接收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张文上缴的集团干部职工爱心捐款 23 万余
元，并表示感谢。 （张奉献）

本报讯 宏河集团各单位干部职工、党员、青年团
员连续多天不分昼夜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后方
战场”。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集团公司成立防控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集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处置工作，落实严格防控措施，统筹组织各方
力量资源，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蔓延势头，向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等有关部门捐钱捐物，截至目前捐赠氯
酸钠消毒原液 3 吨、一次性医用口罩 7000个、捐款
23万余元，力所能及地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横河
煤矿率先成立 15 名人员组成的“矿山消杀防疫队
伍”，昼夜奋战在各个疫情防控检查点，对公共区域、
办公场所、公交车辆等等按时完成消毒、通风等清洁
防疫任务。横河煤矿组织党员和团员青年迅速行动有
序参与防控工作，为坚决遏制疫情扩散、夺取防控斗
争胜利作出积极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切为了安
全”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热电公司 130余名干部
职工疫情前期坚守岗位，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安全生产，严格做好工作衔接，把电力保障工作抓
紧抓细抓实，保障城区居民供暖，向社会展示了特殊
时期的责任担当；“治疗一线在医院，防控一线在物
业”———宏恒物业公司组建“疫情防控党员、青年先
锋队”，公司很多青年发出“请战书”主动请缨冲上
疫情防控第一线，在文博苑、泉兴家园、鸿景等小区
防控监测点加强社区管控实施出入人员及车辆登记、
做好社区日常消毒、配合街道社区做好社区人员摸排
备案工作、大力宣传疫情防控措施……为社区防疫工
作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安全；圣琪生物公司发挥“青年
文明号”和青年突击队的引领示范作用，为确保疫情
期间民生需求，物流部门多方协调合理安排将 1000
多件小包装酵母驰援济宁、邹城等商超系统，确保疫
情期间居民饮食蒸煮用品保障。

“幸福员工、铸就未来、服务社会、温暖人间”
带着全体宏河人的使命，宏河集团全体干部职工倾尽
全力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宏河力量！ （张奉献）

倾力而为，争当防疫先锋

本报讯 “要把好厂区第一道
入口，保证人员一个口进出；要减
少人员聚集流动，生产线、科室人
员减少会议、不得串岗；职工上下
班通勤坚持上车前和下车后体温双
测把关，销售、采购、餐厅等重点
岗位人员做好重点防疫，齐心协力
做好圣琪生物公司疫情防控工作。”
———在圣琪生物公司，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张文在督导复
工复产、安全生产及防控疫情工作
现场说。要求圣琪生物要按照企业
复产复工实施导则要求，严格按落

实复工前各项工作。
近日，为进一步抓好宏河集团

各公司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坚
决落实国家、省、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和复工复产
工作要求，宏河集团通过视频会议
调度各下属公司落实企业复工复产

“八个必须、五个到位、四个坚持”
实施导则情况，安排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和安全生产工作。

视频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放在首要位置，抓
好现场管理和措施落实，确保复工

复产后安全生产；要做好复工复产
前的物资准备、疫情防控措施和流
程准备、思想准备；党委班子成员
带队开展复工复产前疫情防控督导
检查，重点督导检查“八个必须、
五个到位、四个坚持”实施导则贯
彻落实情况；做好疫情防控宣传，
弘扬正能量；抓好全年工作的统筹
考虑和超前谋划，各部室要抓好分
管工作的开展落实；做好员工每天
健康记录、日程记录。同时，集团
对储备疫情防控物资给下属单位进
行了配发。 （张奉献）

2 月 9 日，按照宏河集团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
工作会议安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朱玉忠
带队到下属单位邹城市恒益热力公司慰问，同时对
热力公司疫情防控、供热运行、党的建设和客户服
务等各项工作进行了督导，并向防控一线工作人员
赠送了 500 个口罩。 （蔡华东）

宏河集团“两手抓”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和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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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热电讯 当大家都在关注冠
状病毒的时候，足不出户在家自我隔
离时，在家“做凉皮、蒸年糕、刷抖
音”各种折腾玩乐时，有这么一群人
默默坚守工作岗位上默默努力，只为
了让大家能过一个温暖、祥和的“小
长假”！

这群人从年初到年尾、没白天、
没黑天、没周末、没假期，始终如一
的默默奉献着。他们就是宏矿热电的
工作人员，依然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为了一份责任，一份坚守，用辛勤的
劳动展现美丽的风采，在平凡的岗位
上，挥洒汗水，辛勤奉献———确保你
在家温暖如春！

在新冠肺炎发生后，热电公司 130
余名干部职工、党员、团员青年没有
退缩，依然坚守在岗位，稳定保障着
城区居民供暖，向社会展示了特殊时
期的企业担当、青年力量。

并在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公司总经
理牵头的疫情防控和生产保障工作领
导小组研究部署防控工作，同时制定
了新冠肺炎防控、安全环保应急、供
电供暖保障等措施方案，有效构建热

电公司的防控工作机制。持续不间断
开展内部职工“地毯式”排查，全面
掌握职工动态信息，严格对办公区域、
公共场所消毒消杀，严格执行出勤职
工体温测量登记，严查口罩佩戴、最
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和人员外出；严
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带班制度，班前班
后对上岗人员进行体温测量，当班期
间定时消毒；成立了由中层干部带头
的分级管控小组，深入到各班组进行
政策宣传、秩序维护，疫情排查并解
决职工遇到的各种困难。目前，共计
发放口罩近 1500余个，84 消毒液、酒
精 300余升。

设备正常运行是安全生产的重要
环节，特殊时期热电公司以战斗的姿
态克服重重困难，保障供暖安全。热
电公司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安全生产，严格做好工作衔接，把电
力保障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我们在做
好防控的同时，还要保障各类机械的
设备的正常运转，为稳定供暖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就是奉献，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
协力共度难关。

奉献的青春是最美丽的，
在这个特殊的时段里，我们
不能像医生、护士一样奋斗
在第一线，我们能做的就是
做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的后勤服务，立足岗位，发
挥青年人的激情和蓬勃的力
量做好防控同时，更好 地
做好本职工作，保障居民供
暖稳定输出。

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
人很多，对于许多坚守者来
说 ，他们的 职 业 生 涯 中 ，

“无休”的远远不止这次“特
殊时刻”！对于许多坚守者来
说，他们也只是普通的“别
人的孩子、别人的老公、别
人的父亲、母亲”，一样担心
疫情的形势和自身的安全！
可，当我们将目光投注到这
些仍旧值守的员工身上，我
们不难感受到强烈的责任感，
让我们为那些坚守的人点赞，也让我
们对他们的工作多一些支持与配合，
一起努力，共建和谐家园。为疫情期

间坚守岗位的宏河供暖人打 CALL！

（张奉献 孟 超 赵云超）

本报横河讯 近期全国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形势严峻，横河煤矿疫情防控第一
线，在这非常之时，担起非常之责。他们逆
行在疫情防控战线的最前沿，守护着矿山平
安！

为进一步贯彻上级关于新型冠状病毒防
疫重 要指示和工作部署，根 据宏 横矿 字
[2019]13 号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
治工作的实施方案》 要求，面对当前疫情的
严峻性和复杂性，横河煤矿召开疫情防治专
题会，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再布署、再安
排、再细化，成立专职清毒防控队伍，从部
分单位抽调 15 名队员，专职负责消毒，并
进行四级防控闭合管理。

横河煤矿在矿门禁处安装设置全市第一
家热成像体温监测监控系统，该设备具有覆
盖面广、精准度高、进出人员体温达到 37.4
摄氏度后自动报警并留下影像资料，使进出
矿人员体温监测更“省人、省力、科学化”；

建立健全疫情物资“矿储备—基层储备”两
级储备机制，确保疫情物资储备在 15 天以
上；消杀防疫 15 名队员兢兢业业，克服万
难投入疫情防控一线战场，加班加点坚守岗
位，他们每天穿梭在主干道、办公楼联廊、
食堂、机厂车间、洗煤厂、销售科等重点岗
位，检查进出人员车辆、发放疫情防控“明
白纸”、“倡议书”讲解防疫知识；在执勤
过程中，严格对在矿区域行走的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并劝导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对口罩
正确佩戴方式就行纠正，队员们每两小时巡
逻消杀一次，确保矿区消杀防疫工作不留死
角、全覆盖。

“疫情面前，没有条件可讲，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挺身而出。”横河煤矿消杀防疫小
组巡查采取消毒员—组长—总值班组—驻矿
纪委的“四级防控”措施，确保矿区防疫工
作可防可控。

（姬永生）

青春的坚守 力量的奉献
———为疫情期间坚守岗位的热电供暖人打 CALL！

图为热电员工疫情期间坚持执守。

本报电商讯 “每个企业都是防疫网格，我们要严格按照上级
部门及集团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积极落实防控措施。每个人都
行动起来，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协同发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鲁南电商产业园总经理谢召平在园区内部召
开复工疫情防控会议上说道。复工在即，为早日战胜疫情,恢复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给大家营造安全安心的工作环境，园区各部门紧密
配合，共同做好复工前准备工作。2月 10日，鲁南电商产业园内部
召开复工疫情防控会议，会议根据园区实际情况安排部署了防疫防
控具体工作要求，并动员全体员工签订防疫承诺书。

会上对相关具体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建立以主要负责人牵头负
责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机构；掌握每名职工健康状况及假期出行情
况，员工签写疫情防控承诺书；严格做好进出大门的检疫防护、疫
情处置工作；严格做好消杀防疫工作；多渠道、多方法宣讲疫情防
控知识；督导入园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复工生产实施方
案；督导入园企业、职工要配合属地联防联控工作。

疫情期间，为确保园区全体员工和所有入驻企业的健康、安
全，公司实施封闭管理。园区入门处设有专人对进出人员体温检
测、口罩佩戴及个人防护工作的提示，仔细核查来往人员情况，了
解有无病源或疫情地区接触史，积极做好登记记录，多方确定无误
后才可进入办公场所办公，同时发放 《疫情防控明白纸》；每日进
行上班前、下班后的两次消杀，对人员集中的重点区域要多次消
杀；加大对门把手、电梯、按钮、厕所、食堂等职工经常触碰设施
和出入场所的消杀频次，不留死角，做好消杀情况记录表；对物料
进行盘点，提前与供应商进行联系，落实供应情况；层层压实入园
企业为主要负责人的宣传教育主体责任，引导全园职工团结一心，
不传谣、不信谣，坚定信心；利用钉钉、微信、QQ 等平台，建立
企业职工防疫交流群，由企业服务办公室专人负责管理，及时发布
正面、权威、有利于疫情防控的信息，消除员工恐慌心理。

疫情结束前，推行“网上办公”和“视频会议”，定期制作发
放疫情防控知识和动态情况明白纸。 （王 婷）

致敬横煤疫情防控中的“逆行者” 鲁 南 电 商
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具体要求

图为热电员工检查供电设备。



本报宏恒讯 作为奋斗在小区第一
线的物业服务行业，在本该欢度新年的时
刻里，宏河物业人全力投身小区防疫工
作。在无情的疫情面前，宏河物业小伙伴
们在小区严阵以待，开展各项防疫措施，
守护每一位家人，用行动为小区搭建起一
层保护层。本着“为自己，为家人，为小
区”的初衷，坚守岗位，认真负责受到了
热心业主们的支持配合和赞誉。

随着连日来的坚守，一些基础防护

物资每日都在消耗、消耗，大家也是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点滴关爱在行动
里。这不，他们先后为我们送来了支
持：

“就在刚才，有一位我们的业主在
文博苑西大门出口处，匆忙放下满满的
一大包东西就开车离去，我们门卫值班
人员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的情况下，
便从视线中消失了。”———这是宏河集团
宏恒物业文博苑项目部经理打来电话，
述说让人激动的一幕。1月 31日，宏恒
物业公司在文博苑小区的业主向宏恒物
业工作人员捐赠医用防护口罩 1000 支，
以大力支持物业疫情防控工作 （后经查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捐赠者是文博苑小
区唐姓业主）。 给力！

“看你们一直认真负责防控疫情，坚
持值守，守护我们的安全，辛苦了！我
们也是尽自己的力量，大家齐心协力加
油！”———邹城市鸿景幼儿园负责同志表

示，在了解到在疫情防控异常严峻的情
况下，物业公司的全体干部职工从大年
初一到现在，安保人员每天 24 小时不间
断在门口值守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并进
行登记和测量体温，保洁人员每天清扫
对每个楼道和电梯喷洒消毒，在疫情防
控物资缺乏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工作令他
们感动，他们也想为社会和疫情防控献
一份爱心，于是他们多方联系尽快购买
到：一次性口罩 1000 只、一次性手套
550 只、安捷 75%乙醇消毒液 2.5 升 10
桶、利尔康 75%酒精消毒液 5 升 5 桶、
次氯酸钠溶液 2 升 10 桶，一大早就送到
了鸿景雅苑小区门口疫情防控卡点。疫
情无情人有情，人间处处显真情，这份
关爱来自鸿景幼儿园。

2月 8日，文博苑业主委员会向守
卫文博苑的一线物业工作者们送来了橡
胶手套、乳胶手套、酒精、84 消毒原
液等物品。为身处抗疫一线的“防疫先

锋”送来防护，以守望相助的力量共渡
难关。

2月 9 号，泉兴家园社区和小区业
委会的领导们来到小区西门，对自疫情
发生以来，一直致力于疫情防控一线的
物业人员表示慰问，分别给予慰问金
3000 元整。

2月 11日，泉兴家园业主米女士为
泉兴社区及物业捐赠消毒液 200 瓶 （400
斤）、酒精 80 瓶 （160 斤）。

治疗一线在医院，防控一线在物
业，防控隔离了病毒，但不能隔离感
情，我们的用心感动业主，业主的行动
温暖我们。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
见初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份爱心转化在
实实在在的行动中，全力以赴打好疫情
防控攻坚战，守护业主生命健康安全。
业主物业一家亲、共同抗疫保家园！
———因为有你们，战“疫”不孤单！

（张奉献 徐 娜）

业主物业一家亲 共同抗疫保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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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宏恒讯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的严峻形势，根据宏城置业董事
长、总经理赵德光在紧急疫情防控工
作会议安排部署，宏恒物业公司对疫
情防控工作再三布置，同时成立疫情
防控党员、青年先锋队。根据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具体分工情况，实时督导
防控工作的严格落实情况，各项目部
经理按照各自包保责任区，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落到实处。

物业公司坚持每个疫情防控卡点
现场 24 小时有带班领导负责疫情防控
工作，每天早上交接班保证疫情信息
畅通；严格规定包保责任人要掌握本
卡点区域各类人员信息，配合所在社
区重点做好宣传和防控工作，做好上
级迎查工作；增加卡点包保位置为钉
钉考勤位置，带班期间钉钉实地考勤，
时间从 2 月 3 日起执行，至疫情解除
为止；更在车辆人员出入、测体温、
统计记录、对公共区公共设施按时消

毒、通过拉横幅、电子屏、微信群等
方式加强宣传引导等具体措施方面多
措并举，进一步加强各小区门卫防控
卡点的管控；同时，加强员工自我安
全防护知识宣传，确保一线员工基本
的生活、防护用品的及时发放；配合
上级部门、社区等工作要求，做好各
项目部外地返邹人员的排查工作，要
掌握详实的信息，确保排查工作不漏
户，户不漏人。

“党旗指引方向，信仰凝聚力量，在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前，作为党员、
干部我们一定要不怕困难，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共击疫情，每名党
员都要争做主力军，我要加入抗击疫情
突击队！我要让党徽在防控一线闪闪发
光！我是党员、我先上！”物业公司党支
部书记胡海波在物业公司党支部成立疫
情防控党员、青年先锋突击队时与坚守
疫情现场的物业人说到。

我们物业人都是“逆行者”，作为

基层党员干部，一定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保护好业主的生命健康安全，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物业公司总
经理赵宇弟强调，当前是疫情防控工
作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鼓足勇气、
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全力防控，各
项目部结合实际情况，重点围绕人员
出入，车辆出入，秩序维护，公共区
域的消毒消杀，垃圾及时清运和卫生
保持等工作，进行全面的防控，工作
中要不断学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
控知识，加强自身防护，引导和教育
员工勤洗手，多喝水，增强个人防护
能力，提高政治站位，坚决为业主生
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各级管理人员、
党员要担当作为，冲锋在前，全力以
赴，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
际行动诠释初心和使命，展现宏河物
业人的责任和担当，在宏河控股集团
党委和宏城置业公司的坚强领导下，
发扬宏恒物业人不怕苦、不怕累，越

是艰险越向前的拼搏进取精神，相信
我们众志成城，一定能够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攻坚战！ （张奉献 毕丕立）

本报宏恒讯 自全国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按
照集团党委总体部署和宏城置业党总支
具体安排，物业公司党支部迅速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职工投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

物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各项目
部经理在文博苑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
成立：“疫情防控党员、青年先锋队”，
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随时听从党的召唤，每名党员佩戴
党徽亮身份，发挥一个党员一面旗帜作
用，同时要求各项目部根据具体情况，

对所有接触过湖北及武汉人员进行再摸
底再排查，对所有小区进出业主认真登
记、测温。

2月 3日，文博苑项目部经理王勇
向支部书记胡海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坚定的说：这是我的入党申请书，我请
求加入“疫情防控党员、青年先锋队”，
我一定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服
从组织安排，保证完成各项疫情防控任
务，请党组织放心！

2月 4日，文博苑项目部副经理徐
娜和泉兴家园项目部经理冯涛也向党支
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徐娜在申请书中

写到：我作为一名物业人，在疫情防控
中，全力以赴抗击病毒，我一定以党员
为榜样，积极工作。

2月 5日，正方项目部经理姚凯和
副经理周倩倩郑重的向物业公司党支部
递交入党申请书。“我是一名在一线从
事检类必类类检续蔓
四强必强结检四安安必
类必类类检五检续应检落速定检续；
须打安案四检类必类类现年查



地址：山东省邹城市仁政路 266 号宏河大厦 电话：0537-6760877 邮箱：hhjtyx@163.com 印刷：邹城市报社印刷厂（护驾山路 1299 号 电话：5212422）

第四版 2020年 2月 12日 星期三

疫情防控明白纸

宏河控股集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刊

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疾病，根据目
前对该疾病的认识制定本内容，适用于
疾病流行期间公众个人预防指导。
一、尽量减少外出活动
（一） 避免去疾病正在流行的地区。
（二） 建议春节期间减少走亲访友

和聚餐，尽量在家休息。
（三） 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

活动，尤其是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例
如 公 共 浴 池 、 温 泉 、 影 院 、 网 吧 、
KTV、商场、车站、机场、码头、展
览馆等。

二、个人防护和手卫生
（一） 建议外出佩戴口罩。外出前

往公共场所、就医和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时，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 口
罩。

（二）保持手卫生。减少接触公共
场所的公共物品和部位；从公共场所返
回、咳嗽手捂之后、饭前便后，用洗手
液或香皂流水洗手，或者使用含酒精成
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
时，避免用手接触口鼻眼；打喷嚏或咳
嗽时，用手肘衣服遮住口鼻。

三、健康监测与就医
（一）主动做好个人与家庭成员的

健康监测，自觉发热时要主动测量体
温。家中有小孩的，要早晚摸小孩的额
头，如有发热要为其测量体温。

（二） 若出现可疑 症状，应主动

戴 上口罩及 时就近就医。若 出 现 新
型 冠状 病毒 感染 可疑症 状 （包 括 发
热、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难、
轻 度纳 差、 乏力 、精神 稍差 、 恶 心
呕吐、腹泻、头痛、心慌、结膜炎、
轻度四肢或腰背部肌肉酸痛等），应
根 据 病 情 ， 及 时 到医疗 机 构就诊。
并尽量 避免 乘坐 地铁、 公共汽车 等
交 通工 具， 避免前往人 群密 集 的 场
所 。就诊时 应主动告诉医生 自己的
相关 疾 病 流 行 地 区 的旅行 居 住 史 ，
以及发 病后 接触 过什么 人， 配 合医
生开展相关调查。

四、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惯
（一） 居室勤开窗，经常通风。

（二） 家庭成员不共用毛巾，保持
家居、餐具清洁，勤晒衣被。

（三） 不随地吐痰，口鼻分泌物用
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箱内。

（四） 注意营养，适度运动。
（五） 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生

动物 （即野味）；尽量避免前往售卖活
体动物 （禽类、海产品、野生动物等）
的市场。

（六） 家庭备置体温计、医用外科
口罩或 N95 口罩、家用消毒用品等物
资。

山东宏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4 日

本报圣琪讯 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这个“开工季”并不寻常。

作为一家以食品、生物饲料等产
品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圣琪生物公司已为复工复产做足
了准备，根据政府和市场需要，随时
可以进入生产状态，保障市场需求，
为“抗疫”工作贡献圣琪力量。

1 月 27日，公司成立了以董事
长、总经理孟庆祥为组长的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配合市委市
政府、宏河控股集团全力以赴做好

圣琪公司的疫情防控工作。
结合邹城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八个必须、五个到位、四个坚持”
实施导则要求，公司制定了 《新型
冠状病毒防控工作方案》，设立了检
疫防护组、疫情处置组等四个工作
小组，明确责任人，坚持从途中防
控、入厂防控、饮食防控、办公防
控等十四个方面做好各项消杀、防
控工作。同时在全公司创新性采取
网络办公、分批就餐等工作方式，
减少人员近距离接触机会，从细节

处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在上级政府部门、宏河控股集

团的帮助和支持下，公司上下众志
成城、斗志昂扬，全员签订 《疫情
防控承诺书》，公司有信心做好复工
生产期间的各项防控工作。

经邹城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
同意，圣琪公司将于 2月 12日正式复
工生产，复工后公司将尽全力保障市
场需求，用最优质的产品、尽最大努
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添砖加瓦。

圣琪生物公司用“战疫”筑牢复工复产的“安全屏障”

（张春涛 李中华）

宏河物业人疫情防控工作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