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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
“战疫”未歇，扶贫
“总攻”又起
（上接第六版）
航空工业集团中航重机安排
定点扶贫地区贵州省关岭县挂职
干部采订了 12 吨当地农产品，按
照市场价直接向当地群众购买，
紧
急驰援在鄂地区的航空工业特
飞所。
中国铁建根据企业实际大力
实施消费扶贫，
稳定贫困户增收渠
道，
仅一个多月时间已在三个定点
扶贫县采购农特产品、轻工业品
382 万元。
华能集团向对口帮扶村贵州
赫章县古达乡官房村捐赠 20 吨蔬
菜，
运往赫章县三个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县级医院等地，支援防疫
攻坚期间百姓及一线工作人员的
日常生活。这是华能贵诚信托扶
助蔬菜产业种植的成果，
“以工代
赈”带动 80 余贫困户 1000 多人次

增加经济收入。
东航集团在定点扶贫的云南
沧源、双江两县与 7 家当地企业建
立产业扶贫合作，目前 7 家企业均
已 复 工 复 产 ，200 名 职 工 返 岗 工
作，为今年春季新茶采摘、生产积
极准备，
届时将带动建档立卡贫困
户 9000 人以上。
华润集团在为宁夏海原县捐
资 400 万元基础上，全面复工海原
西华山风电场建设项目，
并帮助海
原华润希望小镇专业合作社签订
了 30 万元回绣剪纸订单。在疫情
期间，
合作社积极组织村内在家抗
疫的回族妇女开展回绣、剪纸生
产，
做到脱贫、
防疫两不误。

创模式 可持续
除了做好技术支持、设施建

设、资源开发等工作，扶贫绕不开
一个“钱”字。
为取得扶贫攻坚的决战决
胜，2020 年央企将对定点扶贫县，
再 投 入 32.01 亿 元 无 偿 帮 扶 资
金。其实，除了央企自掏腰包，后
续的扶贫资金筹措，更是相关部
门一直考虑的大课题。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产业投资
基金，
是国资委整合央企力量精准
扶贫的有益探索。”郝鹏主任 3 月
10 日在国投调研指导并主持召开
座谈会时就强调，
扶贫基金因扶贫
而设，要切实管理好，要引领带动
更多社会资金参与脱贫攻坚，
努力
探索可持续的产业扶贫模式。
国投管理运作的扶贫基金，
主要用于贫困地区资源开发、产
业园区建设等，是由国投出资 8 亿
元，参与设立的国内第一只市场

化运作的贫困区产业扶贫基金。
经过三期的募资，所有中央企业
都参与出资。
截至目前，基金与牧原股份
共同在全国 55 个贫困县建设生猪
养殖基地，与神农本草在合水县
建设中药饮片加工厂，与中天药
业在甘肃建设中草药收储和初加
工基地。
按照基金操作的基本要求，
国家能源集团设立绿色生态保护
扶贫基金，引导各类社会资源共
同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既保
护生态环境，又通过聘用建档立
卡贫困户担任护林员等方式推动
实现就业脱贫。
中国建筑与甘肃省共同设立
丝路交通发展基金，
合作打造基础
设施投融资平台，拉动社会投资，
加快完善贫困地区交通基础设施。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务院
扶贫办最近一期的《扶贫简报》上
获悉：疫情发生以来，产业扶贫基
金聚焦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条
战线，发挥资源优势，为抗击疫情
提供有效物资和财务支持；基金
聚 焦“ 三 区 三 州 ”等 深 度 贫 困 地
区，持续加大对特色扶贫产业的
投资支持力度，累计投资的项目
已达 130 余个、金额 248.15 亿元，
覆盖了全部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
由于基金的投资引导，撬动
了 2300 亿元的社会资本。已投项
目一经全部建成达产，将带动 48
万人就业，每年为就业人口提供
收入 35 亿元，为地方政府提供税
收 26 亿元。一套可推广的产业基
金扶贫管理模式，在疫情防控和
脱贫攻坚中，
逐渐成型。

资讯

防控、
复工两手抓
当好复工复产
“勤务员”
为进一步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安徽省合肥市庐阳
区海棠街道荷塘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做服务
“疫”线的勤务员，做温暖人心的服务员，为企业复工复产
保驾护航。社区党委通过主动对接辖区复工复产企业，通
过点对点和企业、单位负责人联系，主动帮助企业单位建
立和完善各项防疫措施，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实际困难，
强化企业员工的疫情防控管理工作，督促企业负责人加强
员工管控，严格体温监测，做好公共区域的消毒工作，确保
员工安全。下一步，社区将再次对各小区、商铺进行全方
位摸排，做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当好企业
监督检查员和后勤保障服务员。
（钱辉）

中铁九局沈阳地铁四号线工程复工
2 月 28 日，由中铁九局承建的沈阳地铁四号线工程正
式复工生产。为确保施工生产，项目部建立了农民工返岗
复工台账，详细统计返岗人员近 14 天的活动轨迹。管理
人员及农民工进场后，现场实施每天两次测温管理制度，
进出场人员严格执行测温、登记制度，严格按照防控期间
各项制度措施执行，有序推进项目复工复产工作。对现场
作业人员实行分区施工作业，就餐实行自助分餐制，宿舍
实行封闭式管理，避免在有限空间内聚集。此外，每日安
排专人对生活区及工地区域每日两次消杀，食堂每日三次
消杀，
并做好消杀记录。
（李敬余 刘有）

厦门地铁4号线城场站—双过村站
区间左线隧道贯通
2 月 11 日，由中铁九局承建的厦门地铁 4 号线城场站
—双过村站区间左线隧道贯通。该区间长 1680 米，施工
难点在于对地下潜在孤石的预判和处理。疫情爆发后，项
目部为参战人员配齐防护物资，对下井作业人员实施早晚
两次体温测量，并通过新媒体形式向参建人员进行疫情防
控相关知识普及，提升自我防范意识。节日期间，累计掘
进 175.5 米，
全体人员无感染病例。
(刘宏洋)

中铁九局四公司开展活动促生产
3 月 5 日，中铁九局四公司组织开展了以“保复工、保
生产、保安全”为主题的雷锋纪念日活动。各项目部积极
组织人员投身属地防疫工作，协助街道、社区进行消杀、排
查、进出测温登记等工作，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好评，用实际
行动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截至目前，累计 230 名职工
积极参与此次“保复工、保生产、保安全”活动。同时，累计
17 个项目复工复产，返岗人数达 1219 人，确保了工程顺利
复工复产。
（刘有）

中铁九局四公司
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为确保工程快速复工复产，中铁九局四公司通过有
序部署相关工作恢复施工生产。他们积极引导项目部科
学制定复工方案，为“安全返岗”和“返岗安全”创造条件，
并积极落实每名劳务人员返乡期间的行踪动态，建立劳
务人员健康信息台账，并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进
行重点筛选。同时，项目部主动与所在地区社区等组织
联系，截至目前，8 个项目部累计 30 人次参与到项目所在
地和党员居住地的防疫阻击战中；值班党员主动清扫隔
离房间、消毒公共场所，为返岗创造有利条件。目前公司
各项防控工作有序开展，返岗复工人员未出现感染或疑
似患者。
（刘有）

中铁九局六公司党委
“三个抓手”
提升党建质量
中铁九局六公司党委坚持把支部建设作为工作重中
之重，通过有力抓手，提升党建工作质量。一是抓学习，
提升党建主责意识。公司党委定措施、党支部列计划，将
常态化学习抓在实处，强化管党治党意识的引导。二是
抓常态，有效落实党建责任。严格按照公司党建标准，明
确月度工作要求，由党支部书记按月对照清单，确保把工
作做在平时。三是打活动，持续打造党建品牌。结合“区
域联建·党建共建”和主题党日活动，培育线上党建品牌；
以河南、西南片区为试点探索区域党建模式，培育区域党
建品牌。
（许国洋）

朝凌高铁锦州北站工程复工
2 月 25 日，由中铁九局承建的朝凌高铁 1 标锦州北站
工程正式复工生产。项目管理人员全部上岗，复工人数
156 人。项目部在严格落实上级规定的防疫措施基础上，
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制定了详细的疫情防护方案、
应急预案，配备了充足的应急物资。截至目前，已储备
4000 余个口罩、80 公斤消毒液以及医用酒精，并设立办
公区隔离室 1 处，施工现场隔离室 7 处。通过建立台账，
详细统计返岗人员近 14 天的活动轨迹。在施工现场入
口处设置“热成像测温通道”，自动为进入的员工测量体
温，节省了员工进出时间。通道内侧设置人工测温和信
息登记处，对进出人员进行等级、二次测温、手部酒精消
毒等。
（王亮 刘有）

青岛地铁1号线项目
荣获
“优秀施工企业”
称号
2 月 21 日，中铁九局六公司青岛地铁 1 号线项目部荣
获青岛市 2019 年度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优秀施工企业”荣
誉称号。施工过程中，项目始终坚持优化资源配置，灵活
排摆工序，强化文明施工，克服了安全、质量、环保、进度等
诸多压力，实现了全年安全质量“零事故”目标，完成施工
产值 1.3 亿元，收获地铁集团通报表扬 4 次，对九局发通报
奖励函 1 次，
并被评为优秀施工企业。 （宋颖 许国洋）

中铁九局六公司
多举措谋划全年各项生产经营工作
近期，中铁九局六公司紧密围绕加强三级公司建设
“五有”目标，认真谋划安排好 2020 年工作，力争在经营
开发、后台管控工程履约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一是持之
以恒抓经营开发，不断提升经营质量。二是持之以恒抓
后台管服，提升公司对项目预控、过程管控和危机处置
能力。三是持之以恒抓降本增效，统筹推进宏观成本管
理与微观成本管理。四是持之以恒抓项目履约，确保工
程项目期到必成。五是持之以恒抓文化建设，深入打造
公司特色企业文化，并推动文化建设走向深入，转化为
强大的软实力。
（许国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