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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洪）昨
日上午，区委书记、区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指
挥部指挥长李应兰深入工
业园区部分企业，检查调研
复工复产相关情况，随后前
往钓鱼城街道（思居）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调研检查
隔离医学观察点防控相关
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强化
防控责任，落实防控措施，
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进
一步加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管理，做好人员防护措
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重庆德佳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是一家食品生产
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为
我区提供了保障。在进入
企业时，李应兰一行接受了
体温检测、消毒和进入登
记。随后，前往企业会议
室，仔细查看了企业复工防
控方案和员工排查台账，详
细询问了复工人员有多少、
外地返合的多不多、接触的
人员有哪些、用餐是否实
行分餐制、防护物资够不
够等问题。企业负责人介
绍，公司制定了疫情防控
应急预案，进行了风险评
估，严格按照规定落实了
防控措施。李应兰强调，
企业要高度重视疫情防控
工作，既要保持生产，为全
区提供食品供应保障，又
要 认 真 开 展 员 工 情 况 摸
排，把防控方案做得更细一
些，把生产、住宿、餐饮等各
方面防控措施做得更实一
些，把宣传培训落实到每一
个员工、每一个岗位，增强
大家的防护意识，确保企业
安全生产、安全运行。

重庆达方电子有限公
司是一家笔电企业，目前已
组织部分员工到岗复产。
李应兰认真查看了员工排
查台账，询问了生产区域消
杀、人员防护等情况。随
后，前往企业食堂，查看了
员工用餐环境，听取了企业
负责人关于员工用餐的防
护措施介绍。李应兰强调，
要严格落实企业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加强在岗员工和
即将返岗员工情况摸排，严
格人员管理，落实进出人员
体温检测、消毒、登记措施，
用餐实行分餐制，做好疫情
防控知识培训，督促员工做
好自身防护，做到科学防
控、严密防控。

重庆优希贝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医
用耗材、医用化学设备和医
用设备器具的综合性医疗
器械企业，目前正全力生产
医用口罩，为我区提供防护
物资保障。调研中，李应兰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查看生产线，
听取相关物资生产及供应情况汇报。李应兰关切地询问了
口罩的产能、库存和原材料储备等情况，了解企业当前面临
的困难，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当听到负责人反映当前面临的
最大困难是资金供应不足的问题时，李应兰立即作了安排部
署，协调解决该问题。李应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特事
特办，认真收集医疗、防护物资生产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加强协调联动，一体化快速解决资金、用
工、原材料短缺和物资调拨、运输等问题；企业要开足马力生
产，既增加产品数量，又保证产品质量，为全区疫情防控作出
贡献。

随后，李应兰一行前往钓鱼城街道（思居）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看望慰问了坚守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查看了监控设
备，详细询问了公安执勤人员的工作职责有哪些、医务人员
来自哪里和做些什么、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有高风险基础
疾病的有多少、有无相互串门现象、有无心理情绪等情况。
李应兰强调，要加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管控，做好外来人
员的体温检测、消毒和进出登记，管住人员流动。要加大对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人员的关怀力度，想细想实生活服务保障
措施。要加强消防隐患排查，坚决杜绝火灾等安全事故发
生，确保隔离医学观察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

区领导程卫、蒋定平、刘良金，有关部门、街道负责人
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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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杨帆 张珺）2 月
13日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月12日在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研究部署加强全市疫情防控的针
对性举措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安排。

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轩，市政协主席王炯，市委常委，市
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党中
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全国上下全面动
员、全力奋战，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防
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
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部署加强
疫情防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深

入领会把握“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的科学判断，深入贯彻落实“突
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策”
的重要要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
把疫情防控“加强版”各项工作抓实、抓
细、抓落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疫情防控重点
环节，继续强化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措施，
着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
病亡率。要进一步加强密切接触人员有效
管理，提高集中隔离程度，尽最大可能实施
集中医学观察，搞好隔离人员服务保障和
人文关怀。要进一步加快重点人群检测速
度，完善检测方案、优化检测流程，做到存
量清零、增量即检，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
治。要千方百计提高治疗效果，做好医疗
防护，备足医疗床位，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
技术力量加强重症集中救治。要进一步筑

牢社区防控防线，继续发挥社区、村庄在疫
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深化全覆盖入户排
查和重点群体监控。要进一步加强交通流
动管控，确保交通畅通，确保监测到位。要
进一步强化对重点地区防控工作的督查指
导，加大支持力度，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
延。要进一步做好人员保障、组织保障、物
资保障、后方保障，坚决完成新冠肺炎防治
对口支援任务。要进一步加强各类物资供
应保障，及时帮助医疗防控应急物资生产
企业恢复产能，想方设法拓宽采购渠道，规
范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调拨、使用，持
续加强生活必需物资供应，确保稳定供应
和价格基本稳定。

会议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在加强疫情
防控的同时，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工
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要全力维护城乡正常运行，尽可能减

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
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
难，努力稳住行业、稳住产能。要扎实做
好“三农”和脱贫攻坚工作，夯实农业生产
基础。要有力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加
强项目储备，抓好前期工作，做好用工、资
金等保障。要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加快释
放新兴消费潜力。要着力稳住外贸，积极
支持外贸企业有序复工生产。全市各级党
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沉着应
对、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
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
实施之能，切实抓好工作落实，在大战中践
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当日上午，陈敏尔主持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提高密切接触人员医
学观察集中隔离程度和加快重点人群核
酸检测进度有关工作。

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
统筹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魏鑫 通讯员 唐敖 卢
俊竹）2月13日，记者从区人力社保局获
悉，该局在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
上，决定从即日起至3月31日开展春季网
络招聘会，切实畅通用人单位招聘和返乡
农民工求职渠道，确保招聘活动不停歇、

就业服务不断线。
据悉，区人力社保局在积极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持续举办春季
网络招聘会，为用人单位招聘用工和劳动
者求职就业提供线上服务渠道，既做到招
聘不见面，有效遏制疫情，又为企业复工

提供人力资源精细服务。
据统计，目前，在线提供华邦盛凯制

药、达方电子、金九物业等 162 家区内外
企业的 8000 余个岗位（包括机械制造、
建材装饰、管理营销、财务行政、设计、
教育、技术、普工等）。目前，求职登记

超 800 人。同时，依托重庆市就业网、合
川电视台、今日合川网、合川人力社保
和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
泛宣传，持续动态更新招聘信息，确保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求职有门、就业有
路、困难有助。

我区启动春季网络招聘会
160余家企业在线招工

本报讯（记者 魏鑫 王利）2月12日
上午，记者从区农业农村委粮油农机科了
解到，随着春耕春播临近，我区今年春耕
肥料储备已达3.5万吨、水稻种子32万公
斤、玉米种子53万公斤，装备各类农机6
万余台套，农药、地膜准备充足，完全能够
满足春耕生产需要，且价格平稳。

随着气温的回升，南津街街道水稻、
玉米、春季蔬菜的播种工作将全面展
开。在南津街街道南屏西路农资门市，

记者看到门市里堆满了肥料、种子、地膜
和农药。“疫情当前，我们通过各村综合
服务社收集村民的农资需求，统一购买
后，村民在各村综合服务社再进行购
买。”南津街街道农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根据疫情防控需要，要求各村
委会实行分散错时用工，且必须佩戴口
罩，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充分发挥社会
化服务组织和村集体组织作用，开展代
耕、代种、代管、代收等全程服务，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聚集。同时，加强技术指导，
把高产栽培技术送到农民手中，力争农
作物丰收。

龙市镇是我区的农业大镇，今年666
公顷的优质水稻示范片项目即将启动，
那备耕情况怎么样？“这几天，镇党委政
府已对春耕作了部署和安排，在继续抓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不失时
机抓好春耕生产，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龙市镇相关负责人说。目前，镇上已开

始进行统一订购种子、维修灌溉设施、高
标准农田整治，为即将开始的春耕做好
准备。

据了解，目前区农业农村委已对全区
各镇街春耕农资的准备、整田整塘清渠、
提早检修维护春灌设施、适时育秧（苗）等
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具体安排，并对全区
农资经营网点、农贸市场进行拉网式排
查，严防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确保春
耕备耕工作顺利进行。

全区农资量足价稳
今年春耕肥料储备3.5万吨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 摄影
报道）2月11日，记者从香龙镇获
悉，该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春耕生产，采取各种举措，保障农
用物资有效供给，确保辖区春季
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现在市场行情不错，大家加
紧干哦，争取把这些大头菜尽快
收完，下一步好种植玉米……”2
月11 日上午，当记者去到香龙镇
枣梨村3组的渠江边时，村主任蒋
万伦正带领村民们抢收成熟的大
头菜。据了解，该镇种植了 23.3
公顷大头菜，每公顷可收大头菜
60000公斤。

为确保疫情期间农业生产顺
利进行，香龙镇早安排、早布置，
积极组织协调化肥、种子等农用
生产物资供应，引导广大农户通
过微信或电话等方式预订农资，
再由辖区经营企业送货上门，避
免产生不必要的人员流动。该镇
还建立春耕生产绿色保障通道，
为涉及春季农业生产的车辆和人
员出行提供方便，使农用物资能
够顺利到达田间地头。同时对生
产资料以及运输车辆进行严格消
毒、登记，为务工人员提供必要的
防护措施，为全镇春耕生产顺利
进行打下坚实基础。

香龙镇

抢抓农时备耕忙

村民晾晒大头菜叶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