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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处于关键时

期。在公司疫情防控应急领导小组的
统一指挥下，公司上下严格按照《石
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

公司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具体要

求，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严防死守，坚
决控制疫情蔓延。公司全体职工把社

会责任扛在肩上，千方百计保证生
产、保障民生，竭尽全力保证安全供

水和污水达标排放。与此同时，全方
位、多角度地加大公司疫情防控工作
宣传力度，及时向社会发布公司防控

疫情、保障民生的举措，第一时间通
过公司网站、信息化平台、《源泉》、微

信等媒介，向广大用户和公司职工宣
传防控知识及相关防控要求。

周密部署，重在落实。面对疫情，
公司对所有区域进行了全方位消毒，
做到全覆盖、无死角。各个部门和单

位服从命令听指挥，按照公司要求全

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负责人坚守岗
位，在安排好本部门工作的同时，周
密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及时向职工传

达公司疫情防控精神，普及防疫常

识，使大家做到科学防控，不信谣、不
传谣、不添乱，对自己、对家人、对社

会负责，以实际行动担负起自己的职
责和使命。

后勤处严格按照公司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的具体要求部署工作，将做
好疫情防控作为一项首要政治任务，

积极落实防控措施，不断筑牢疫情防
控的安全屏障。为每位职工配发了消

毒液和喷壶，用于个人生活区域的防
疫，卫生保洁专业人员每天严格对办

公大楼的卫生间、走廊、大厅、电梯

间、会议室等公共区域做好通风及两

次以上消毒。 （下转第三版）

服务大厅消毒

供水热线 小时开通

我们奋战在防控疫情保障民生的第一线我们奋战在防控疫情保障民生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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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2 月 11 日上午，公司党委、

纪委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部分
成员联合对公司各厂区的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严防疫

情防控工作出现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和不担当不作为等问题。
为切实加强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坚决

有力地隔断传染源、切断风险
源，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好

地保障全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用
水及污水处理安全达标排放，检

查组一行先后到污水处理厂、工
程总公司、供水厂、营业处等疫
情防控一线，对疫情防控工作中

的组织管理、人员管控、健康监

测、消毒防护、物资储备等方面
进行督导检查。通过查阅记录、
实地察看等方式，全面了解各厂

区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工作人员

自我防护以及疫情防控责任落
实、各部门协作配合等情况，对
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并提出整

改意见。在这个关键时刻，检查
组要求各相关负责人主动作为，

切实扛起疫情防控政治责任，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保障

疫情防控工作扎实有力推进，共
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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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上午，迎着料峭
的寒风，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公司总经理林自强带领班子成
员分别到供水厂、污水处理厂，

就疫情期间的防控与生产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公司领导一行先后来到污
水处理厂化验室、中控室，认真

检查了职工防护用品、体温登
记、消毒记录等具体情况，听取

副总经理、污水处理厂厂长薛飞
关于污水处理厂生产及疫情防
控工作汇报。

在污水处理厂中控室，总经
理林自强指出，目前是疫情防控
的关键期，对我们的管理能力是

一次严峻的考验，既要加大力

量防疫情，又要保质保量抓生
产，两手都要硬，因此，我们的
管理干部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

率先垂范，严防严控，千万不能

有丝毫松懈和大意，务必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同时，教
育和督促广大职工做好个人防

护，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力量，
更好地履行服务民生的社会责

任，用心做好安全供水和污水
达标排放工作，努力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积极的贡

献。
常务副总经理武晋强在检

查中指出，要将疫情防控作为当

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全力以赴

抓紧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认真
传达公司防疫工作的部署要
求。加强消毒工作，充分利用好

雾炮车的功能优势，定期对厂

区进行全面消毒。加强对污泥
处置人员的管理，做好必要的
防护工作。特殊时期各部门负

责人更要以身作则、坚守岗位，

强化责任担当意识，努力做好各
项工作。

随后，公司领导来到供水
厂，仔细查看了工作人员日常防
护、体温测试、健康状况、消毒记

录等，听取供水厂厂长翟红娜关
于供水厂生产及疫情防控工作
的汇报。武晋强指出，供水行业

具有特殊性，做好职工防护工

作，及时掌握职工及家属的流动
情况，认真落实公司防疫工作要
求，是对企业负责，也是对社会

负责。非常时期各部门负责人务

必加强责任、提高执行力，大胆
管理，细致耐心地做好各项工
作。

（文 / 李 茜 图 / 李彦兴）

公司领导检查两厂疫情防控与生产情况

摄影：杨磊涛（《河北工人报》记者）刘新喜伍广丽张哲米青青李会平

实施错时分餐制度，对餐具严格消毒 车辆消毒

发放消毒器具

进入厂区进行严格的体温检测

防控疫情，保障民生，全力以赴保证安全供水和污水达标排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公司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

疏鬼唱歌。”50 多年前毛泽东得

知国内能战胜血吸虫病时，曾赋
诗《送瘟神》描绘古代名医华佗

面对的那种疫情状况。回溯中外

几千年历史，可看出中国几次大
战乱引发的大疫和西方的“查士
丁尼瘟疫”及“黑死病”是比战

争、饥荒更可怕的灾难，自古防

疫之事都关系天下安危。
自然界中的生命都与疾病

相伴，在缺乏细菌知识的蒙昧时

代，人类染上疾病往往归咎上
苍，因迷信只能求神问鬼。国内

现存最早古老文字是 3000 多年
前的商代甲骨文，里面就充斥着

问卜祈求无病的记载。怎奈天亦
无情不佑苍生，随着古代文明发

展尤其是人群聚居的国家形成，
瘟疫不仅屡现且愈演愈烈。

瘟疫是细菌或病毒引发的
烈性传染病，大规模传播的前提
是人口流动。上古各部落相对封

闭，“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各地之人对本土病菌又有一定

免疫力，较少出现大面积疫情。
统一的帝国建立后，官吏和工役

会经常游走各地，军队常常出征

异域，出现举国性瘟疫的记载就

不绝于史书。
古罗马军队多次远征凯旋

后，官兵都把国内所没有的远处

病菌带回，随即就引发“安东尼
瘟疫”“西普里安瘟疫”等烈性传
染病。中国自从秦商鞅变法后，

官府和军队有一种习惯就是取

首级带回报功，再加上战死者横
尸于野，腐烂的尸身又成为重要
传染源。在古代，“大战必有大

疫”，这成为一项令人惊恐的历
史规律。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
查，是在公元前 6 年即西汉末

年，有 5900 万之数，与当时的罗
马帝国相当。不久，王莽篡汉出

现战乱又伴以大疫，刘秀再建汉
朝时是“海内人户，准之于前，十

才二三”。东汉建立 20 年后再进
行人口统计，仅剩 2100 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

尽英雄”。从东汉末到魏蜀吴鼎
立的三国史被千古传唱，但那却

是国内人口损失比例最大的时
期。东汉末桓、灵二帝时人口统

计还有 5600 万，经张角以传教

造反、诸军阀混战，到魏蜀吴三

国建立后总人口才 763 万。扣除
乱世中的统计隐漏，人口损失估

计也达 3/4。这一惨状出现，主要

还不是董卓西凉军之流的刀剑
所致，而是当时的名医张仲景所
称“伤寒”等病造成。

西晋覆没“五胡乱华”、隋末

大战、安史之乱、黄巢造反覆唐
和蒙元入主，这几次大战都造成
国内人口统计减少过半。战乱中

的死者，多数并不是直接被杀，
而是亡于饥荒和瘟疫。明朝末年

经闯、献等造反和清军入关，人
口由 1.6 亿减到 9000 万，重要

原因又是鼠疫流行。英法百年战
争期间，1347 年至 1353 年出现

“黑死病”，这场鼠疫也造成欧洲
人口损失 1/3 即 2500 万。

进入近代之后，战争更多且
规模更大，瘟疫却愈来愈少，关
键就在于人类掌握了卫生防病

知识。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战事频
繁，只是太平天国战争和疫情让

清朝人口统计在 20 年间由 4.3
亿减到 3.2 亿。清军同太平军作

战时，造成大量死亡的疫情多发

于边远地区，在上海等租界区和

沿海较发达地带因采取了消毒、
隔离等防疫手段，死亡率就较小。

进入清末，近代医学知识在国内

开始普及，1910年就有效控制了
东北大鼠疫，此后中华大地上再
未发生死亡惨烈的举国大疫。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3 年

人口统计为 4.3 亿。此后内战外
战不断，全国人口却一直增长，
在抗日战争期间增势也未减，至

1949 年达到 5.7 亿。这绝非反
动统治者和侵略军仁慈，而是因

近现代医疗体系出现，民众也开
始有科学的防病知识。国民党统

治时有过多次死亡以数百万计
的大饥荒，日寇制造过许多大屠

杀并局部散布过细菌，却因灾区
和战区有相应处理方式而免除

大规模传染病，国内人口的高生
育还一直超过死亡数。

近现代世界医学的发展，是

增强防疫能力的关键。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期，国际范围出现了西

班牙流感导致上千万人死亡，不
过很快能控制住。1928 年英国

人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后，许多

过去不治之症可医，有专家称这

使人类平均寿命延长了 20 年。
据苏联统计，1918 年之后

三年内战中红军战斗死伤共 80

万人，病死者却达 138 万，小说
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曾感叹
“伤寒对红军的威胁超过白卫军

的机枪”。到后来的四年卫国战

争期间，苏军战斗伤亡超过
2000 万人(其中阵亡和伤重死共
630 万人)，病死者只有 54 万人，

主要原因就是有抗生素和较好
的医疗条件。二次大战之后世界

上发生过许多局部战争，却基本
没有伴发大疫。

中国古语称“人定胜天”，到
如今这就不仅是口号，科学进步

和管理水平提高显著提升了人
类应对病毒等致病因素的能力。

医学领域中战胜病魔和一次次
有效控制疫情，这在新中国已得
到充分体现。人们通过回顾历

史，对科学抗病防疫就会更充满
信心。

（摘自 2020 年 2 月 18 日
《环球时报》）

回顾历史，对科学抗疫就更有信心

对公司所有区域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消毒 严把水质关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2 月 19 日，高新区管委会副主
任尚二飞、高新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秦吉辉、副局长付吉成等领导到公
司检查指导疫情防控及生产情况。

公司总经理林自强、副总经理周
明、王晖、薛飞陪同检查并就公司

采取多种措施防控疫情、保证生产
的做法向区领导作了详细汇报。

区领导先后来到公司一站式
供水服务大厅和污水处理厂进行
检查指导。在宽敞整洁、功能齐全

的服务大厅，林自强向区领导介绍
了公司防控疫情的各项措施，汇报

了春节期间干部职工坚守岗位，供
水热线 24 小时专人值守，供水和

污水处理运行保障职工加大巡视
力度，工程抢修人员随时待命，供

水服务大厅正常营业并开通网上

营业服务，全力保障区内安全供水
和污水达标排放的具体做法。

在污水处理厂，区领导检查了
疫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详细听取

了污水处理升级改造后的运行状
况、污水达标排放执行的各项技术

指标、目前进水 COD指标、医药废
水处理的难度等情况介绍。区领导

了解到公司采取强有力措施防控新
冠疫情、保证正常生产的举措后，对
公司非常时期尽非常责任，主动担

当作为，履行社会责任，千方百计保
障民生的做法表示赞赏，对公司竭

尽全力防控疫情、保障安全供水和
污水达标排放做出的不懈努力给予

充分肯定，并勉励公司再接再厉，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新的

贡献。 （文 / 图李彦兴）

高新区领导检查公司疫情防控及生产情况

编者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比战争更可怕的灾难就是瘟疫。本文通过回顾
中外历史事件，用大量的史实告诉我们，随着

近现代医疗水平的发展和医学知识的普及，民
众开始用科学的防疫措施避免大规模传染病
的发生。当前，全国人民万众一心阻击新冠疫

情，科学防控是关键，不信谣、不传谣，做好自
身防护，增强必胜信心，是作者传递给读者的
理念，也是《源泉》转载本文的意义所在。



（上接第一版）同时，加大公共
办公区卫生清扫频次，全力为公
司营造清洁卫生的办公环境。为

避免病毒交叉感染，保障就餐安

全，加大食堂区域和食堂从业人
员的卫生消毒工作，取消食堂的
集中就餐，采取配发餐篮、错峰

分散送餐的方式为大家提供午
餐。同时做好食堂加工操作场所

的清洁卫生，保持空气流通；食
堂工作人员均全程佩戴口罩和

一次性手套，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

卫生处根据公司疫情防控

工作方案，积极做好职工自身防

控管理工作，为全体职工发放口
罩。考虑到疫情来势迅猛，传染
性极强，做好入厂前的体温检测

尤为重要，为各厂（院）警卫室及
时配发额温枪。做好各厂区关键

部位消毒预防工作，为供水厂、
污水处理厂、职工培训学校（包

括图书馆）发放 84 消毒液，及时

说明注意事项和配比要求，要求

各部门做好消毒工作并做好记
录。该处密切关注新冠病毒疫情
发展情况，搜集整理《新冠病毒

肺炎防控手册》《新冠病毒防控

明白纸》《应急管理部门参考方
案》《公众预防指南》《防控关键
期》等 8条防治措施并在微信群

转发，指导职工科学防护，提高
自我防控意识。

保卫处严格执行公司相关部
署，对公司办公大楼和各厂区实

施封闭式管理，并结合公司疫情
防控应对方案制订多种行之有效
的措施。保卫处警卫室作为公司

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面对严

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对所有进入
公司办公大楼和各厂区的人员进

行体温测量并详细记录在案。要

求所有人员必须佩戴防护口罩并
严格执行消毒制度，对所负责的
区域进行定时消毒。通过这些措

施，阻断病毒污染与疫情扩散，确

保在安全的环境中，为广大职工
守好疫情防控第一关。疫情防控

期间，各厂区检测数千人次，无发
热症状的职工进入厂区。

机运处加强疫情防控期公

务用车管理工作，加强消毒和人

员防护，合理安排车辆，保障公
务出行。对公司车辆和地下车库
采取了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出

车前后要对车辆内外、门把手等
经常接触部位进行消毒，定期对

车身、地下车库固定车位进行喷
洒消毒。为避免交叉感染病毒，

要求出车时乘车人与驾驶员均
佩戴口罩，确保了工作人员的出
行安全。

目前，公司各种防控物资准

备充分，人员处于高度警惕状
态，所有区域的疫情防控工作有
序展开。从全国疫情防控的形势

来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放松，
要时刻提高警惕，确保公司疫情

防控全覆盖、无死角，做好打“持
久战”的心理准备，树立必胜信

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

坚强有力的保障。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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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
型冠状病毒
疫情牵动着

每个人的心。

公司及污水
处理厂领导积极贯彻河北省

各项防疫措施，认真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污水处理是一项民生
工程、环保工程，不仅不能停

产，而且还要保障污水处理达

标排放。在疫情期间，污水处
理厂领导为了所有运行人员
的安危，给每个岗位和个人配

备了消毒液、口罩、防护服和
防护眼镜等用品，保证了大家

的生命安全。领导的关爱温暖
着每一位职工，我们更应在这

非常时期坚守岗位，做好本职
工作，保证污水处理达标排
放。

（陈 芳）

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如何做好
防护成了大家最为关心的话
题。2月 4 日，我们收到了公司

送来的防护物资：防护过滤式
口罩、一次性医护口罩、防护
服和消毒液。在防护物资如此

短缺的时期，这些防护用品如

春天的一场及时雨，解决了一

线职工的燃眉之急。非常感激
公司无微不至的关怀，体贴着
每一位职工，让我们多了一份

保障和温暖，单位的支持和关

爱必将成为我们努力工作的
不竭动力。

（吴 朋）

为做好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的职工就餐工作，2 月 10
日，污水处理厂食堂全体工作

人员提前介入，加班加点完成

了职工就餐前的准备事项。实
行错峰分散送餐，避免人员
聚集，食堂每日至少消毒一

次，餐具用品进行高温消毒，
防止病从口入，交叉感染，把

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
间职工就餐安全关，确保污水

处理厂全体在岗职工的身体
健康。

（郭淑屏）
2 月 10 日，长九中心小学

新建工程开工建设，这是高新

区民生重点工程。公司承建其
给水接户工程，工程管理处接
到工程任务后，迅速协调用户

管网处、工程总公司等部门查
勘并安排施工。在新冠疫情防
控期间，积极与甲方沟通协

调，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同时，

加强施工人员的卫生防护，保

障身体健康。 （贾利伟）
1 月 23 日，污水监控办公

室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积

极落实公司防控方案，采取多

项措施加强防护，确保污水监
控、取样顺利进行。外出巡视、

取样做好防护工作，佩戴专用

手套、口罩、护目镜等，加强自
身防护，勤洗手、常消毒，严防
病毒侵袭，为排查全区企事业

单位用水户，摸清各单位日排

污量，完成 2020 年的工作目
标而努力。

（刘志尧）

春节前夕，营业处接公司
通知后到卫生处领取了口

罩、84 消毒液等防疫物品。营
业处作为窗口单位，外来人员

较多，春节假期均有人值班为
区内用户办理用水业务。为了
保证春节期间营业处值班人
员以及来访人员的健康，处长

魏海波要求营业处值班人员

必须佩戴口罩，每天对服务大
厅进行消毒和通风并做好记
录，同时，禁止营业处职工去

疫情严重的湖北省，要求大
家不聚会、不串门，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活动，确保职工身心

健康，确保营业处窗口安全无

恙。 （许莹莹）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来势汹汹，给大家生产
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为了打赢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国人民
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奋战。我
公司出台了很多措施应对这场

疫情。保卫处警卫室作为公司疫

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从接到公

司防控新型冠状病毒应对方案

后，就严格执行并采取多种措
施：首先，对所有进入各厂区的

人员包括本单位职工进行体温
测量，并详细记录在案，包括进
入厂区职工姓名、进入时间、体

温等，确保有发热症状的职工不

进入厂区；第二，要求所有职工

必须佩戴防护口罩并严格执行

消毒制度，对负责的区域进行定
时消毒。通过这些措施，阻断病

毒污染与疫情扩散，确保所有职
工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为
广大职工把好疫情防控第一

关。

（陈惠清）

把好疫情防控第一关

如何保证安全生产、污水达
标排放？如何保证所有在岗人员

的管理？假如出现问题怎么办？
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副总经理、污

水处理厂厂长薛飞带领的团队
面前。服务民生的污水处理厂，
不管外面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有

多少困难，都要保证人民群众的
正常生活，担负起那份沉甸甸的

责任。
根据公司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防控要求，污水处理厂在最短
的时间内拿出了疫情防控应急

预案，污水处理厂党支部成立了
党员突击队。

自疫情发生以来，污水处理

厂就加强了宣传力度，通过微信

工作群对职工和外来人员进行

疫情防控知识健康教育，提高疫
情防控意识和应对能力。加强污

水处理厂职工思想教育工作，坚
信党和国家有能力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不信谣、不传谣，

正确对待疫情，外出戴口罩，勤
洗手，做到科学防护。疫情防控

期间，第一时间为污水运行、化
验室、维修保障班、污水监控这

些一线职工配备了口罩、护目
镜、防护服、各类消毒用品，并定

时定点消毒。
建立信息上报制度，落实日

报告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信息报
送工作。门卫室设立检查站，对
当班职工及外来人员测体温、登

记，严格做到“不测体温、不登
记不得入厂”。所有人员必须佩

戴口罩入内，暂停接待一切来
访，外来人员需要填写审批卡后

方可进厂，外来车辆未经允许一
律不得进入厂区。自复工以来，

食堂实施错峰分散送餐，避免人
员聚集，食堂每日至少消毒一
次，餐具、炊具进行高温消毒。领

导干部每天在岗，坚持“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责任制，各

负其责，相互配合。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污

水处理厂全体干部职工以更加
坚定的信心、顽强的意志、果断
的措施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团结

一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和全国人民一道，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
（米青青）

污水处理厂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多措并举控疫情保生产

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节

奏。我家居住的小区从一月初防
控排查到实施封闭管理，各种防

控措施逐渐加强。公司党委、社
区党委发出了征集社区党员志
愿者活动，我成了一名金马小区

二居委的党员志愿者。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节长假

里，志愿者们在小区门口值班，
给过往的居民测体温、登记车辆

信息和出入管理工作。刚开始
时，一些不戴口罩的、进出小区

拒绝登记信息的人不愿配合，说
出的话让人哭笑不得，经过志愿

者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后面的工
作进行得很顺利，这也让我意识

到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所以，
回家后在微信群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提高家人、朋友、同事的疫
情防控意识和应对能力，讲解服
从和配合各级管理的重要性，同

时，要坚信我们的党和国家有能
力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

信谣、不传谣，正确对待疫情，共
同面对困难。

“你们辛苦了”，志愿者们收
获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志愿者

中有两位 60 多岁的大姐，虽然
她们不是党员，但仍然每天前来

工作。空闲时我问她们为什么来
当志愿者，她们说：“没啥，国家

有困难了，咱们老百姓不能添
乱，要管好自己和家里人。虽然

我们岁数大了，但当志愿者是能
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群众也有义务冲上去。”

几句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国家就没有

过不去的难关。
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

国人民都会从我做起，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共同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向世界展示强大
的中国力量。 （高荣双）

公司职工参加社区党员志愿者活动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在全国迅速传播，一场

没有硝烟的防控疫情战争打响
了。

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上级发
布的各项防控措施，保证做到政

令畅通，严防死守，不留死角。污
水处理厂积极应对，迅速出台了

《污水处理厂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让大家认真学习，并为职工
配发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防护用品，领导轮流值班，监督
检查，让大家做好消毒和防护，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做好疫情防
护工作。

作为一名污水运行的班组
长，我更明白身上肩负的责任，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严格遵
守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公

司下达的各项指令，带领班组职
工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在实

际工作中，我要努力做好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加强疫情防控的教

育宣传工作，不信谣、不传谣，正
确对待疫情，对班组职工进行疫

情防控知识教育，提高防控意
识和应对能力。二是做好疫情监
测上报，每日按规定上报职工的

体温、身体状况有无异常，是否
接触武汉归来人员等信息，做到

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置。三是做
好各值班室、更衣室、厕所等消

毒工作，每班两次，并做好记录。
加强检查，保证每日通风两次，

每次不少于 20 分钟。四是监督
检查各位职工是否穿戴好卫生

防护用品，务必做到勤洗手、勤
消毒。五是加强责任心，做好本

职工作。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加强生产管理，在工作中

密切关注水质和水量的变化，发
现异常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同领

导的沟通，及时汇报发现的问
题，全力保障污水处理的正常运
行。

要战胜疫情，需要我们每个
人的共同努力，大家积极行动，

听从指挥。我坚信，在中央和各
级政府的领导下，在公司的带领

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 （王进朝）

在 2020 年新春到来之际，

伴随新年钟声而来的还有发生
在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

控形势非常严峻。作为战斗在污
水处理运行一线的职工，坚守岗

位是我们的职责，在这疫情严重

的时期，公司领导为职工准备了

防护服、护目镜、口罩等一系列
防护用品，使我们感受到大家庭

的温暖。污水处理厂制订了《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应急预案》
进行全员学习。为了污水处理正

常运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保护
好自己的同时，加强责任心，努

力做好每一项工作。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

口罩不离身，上班走进大门进行
体温测试，下班小区门口再进行

体温测试，做好疫情防护便成为
我们班前会的主要内容。班前会

结束第一件事就是对我们所在

的值班室进行全面消毒，上池作

业要穿好防护服，带好护目镜、
口罩、手套进行全面防护，我们

要保护好自己，这也是对集体利
益的负责。

在这众志成城全国上下抗

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我们无时无
刻不在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关注

着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更加关

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英雄，她们

无私的奉献无不让人感动。还有
一批批物资运往武汉，万众一

心，严防死守，都是为了让疫情
尽快结束。

年前，爸爸特意从弟弟家赶

来陪我们过年。得知新型冠状病

毒爆发时，我每天睁开眼就是查
看爸爸坐过的高铁车次有无异

常，每天早晚都给爸爸量一次体
温，幸运的是他坐的那次高铁没
有异常情况发生，而且爸爸身体

很强壮。每天在家宅着的女儿也
很乖巧，让我体会到了家人陪伴

是多么的幸福。 （房红丽）

2020 年的春节，是一个不

平凡的时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爆发，人们生活的规
律被打破了。

临近新年，以往大家不是在

采办年货，就是在回乡探亲的路
上，但今非昔比，街上几乎没有
行人，与往日车水马龙的景象

比，真的是两重天地，就连商场、

超市、饭店等场所都暂停了营
业。

大年初一未到，通过各种渠

道了解到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
疫情，刚开始并未引起重视，仅
仅一天的时间，各大媒体就报道

了疫情的严重性。通过报道得知

病毒的传播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此期间，各企业都已停业，而

对于我们供排水公司而言却不

能停歇，这里有几万户居民，我
们要保证居民生活必需的供水
和污水处理工作。作为污水处理

厂的一名运行工，带着责任和使

命，我们始终坚守岗位，拿出十
二分的精力来处理工艺和设备

上的各种突发问题，保证污水达

标排放。
疫情无情人有情。为全力贯

彻高新区关于防控新冠疫情的

重要指示精神，应对当前疫情防

控的需要，公司为我们一线职工
配发了防护服、防护口罩及消毒
水等防护用品，保证一线职工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因此，在

岗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要求，
做到了勤洗手，戴口罩，上生物
池作业穿防护服、带护目镜，各

岗位值班室做到了每天至少消

毒两次。
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

坚守工作岗位，贡献自己的力

量，服务好高新区的百姓，我为
此而骄傲。

（刘若楠）

新年伊始，一场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波及全国。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号召，投入
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防控工作，
在第一时间内为每名职工发

放了防护口罩，为每个部门配
备了 84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

为了更好地防御新冠病毒，更
为广大职工的健康安全着想，

要求每个班组每名职工必须

做好安全防护和消毒工作，对
所属的卫生区和本部门车辆

每天至少两次消毒，并做好记
录。

2 月 1 日，公司又为每个
职工发放了喷壶和次氯酸钠
消毒液，为个人和家庭消毒防

疫之用，做到家庭、单位防护
无差别，严防新冠病毒的传

播。公司领导心系职工，疫情
防控中见真情。

（宋学军）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
播对我们的生命与健康造成

巨大的威胁，为了打赢这场阻
击战，全国人民众志成城，积

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尽最大的
努力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
在这场全国阻击新型冠

状病毒的战役中，供排水人又
一次向人们展现了强大的执
行力。在接到疫情通知的第一

时间，公司相关部门就出台了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供水排水公司关于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的应对方案》，给职

工发放了防护口罩，配备了消
毒液，并及时发布有关抗击疫

情的官方信息，转发了《河北
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一级响应》《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明白
纸》《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公众预防指南》等等，通过

这些措施，使广大职工学到
应对疫情的防控知识，并在
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保护了他

人。通过将官方发布的有关疫

情的最新消息及时通知到每
一位职工，保证了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从一定程度上消
除了职工的盲目恐慌心理，保

证他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
工作。

职工们也特别给力，根据
方案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上

报自己的出行计划（包括已经
在外地的同事）。各厂区在第
一时间进行了封闭式管理，职

工进厂前先测量体温，达到要
求后方可进入厂区，在厂区内

佩戴防护口罩，定时对工作区
域进行消毒。从外地返回家中

或家中有从外地来的亲属的
职工，及时将情况上报，并每

天按时向公司报告自己的体
温等等，所有这些防控措施，
大家都自觉执行，没有人发牢

骚讲条件，充分显示了我们强

大的执行力。
疫情虽然严重，但只要我

们万众一心，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政策与措施，我们就一定能
战胜它。

加油，中国！

（王静）

2020 年庚子鼠年，是不

平凡的一年，新型冠状肺炎疫

情爆发，中国打响了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
“您好！麻烦稍等，需要测

量一下体温，谢谢配合！”也许
这是 2020 年新年伊始人们听
到最多的一句话了。而这就是

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全面贯彻

国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的基础工作了。疫情就是命

令，防控就是责任。基层党员
提前结束春节休假，迅速展开

了有效的防控工作，充分发挥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靠群

众、发动群众，参与到疫情防
控中来，开展疫情防控大排

查、大摸底，扎实做好防控知
识宣传和防控线索排查工作，

筑牢疫情防控的基层堡垒。
党员带头开展全面排查

登记，建档立卡再到实施社区

封闭式管理，所有进出口都能

看到基层党员驻守在小区进
出口, 对来往人员进行测温、

登记，车辆核查登记，如实上

报有关事项。因为严格执行防

控措施，有些群众不理解、嫌

麻烦，不愿配合，我们的党员
就苦口婆心地解释劝导。为居
民配发口罩、消毒片，定时为

电梯消毒，细节工作及时到位。
污水处理厂作为公司一

个基层党支部，成立了“疫情

防控党员突击队”，提高应对

突发疫情的能力，有效预防、
及时控制和消除疫情及其危

害，防止疫情可能出现的扩散
蔓延，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秩

序，保障公司各项工作健康有
序开展。不管是老党员还是新
党员，都积极投身到突击队

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防
控宣传工作中，到处都能看到

党员们忙碌的身影。
大到国家、省、市，小到

区、县、村、企业，越来越多的

人加入到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之中，我们的基层党员干部

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只要

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赵敏）

我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疫情中更感大家庭的温暖

积极应对 战胜疫情 防控疫情见真情

在疫情防控中
体现强大的执行力

疫情防控的坚实堡垒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公司领导积极应对，迅速成立了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及时制订了

防控方案。食堂作为后勤保障部
门防控的重点，积极落实公司制

订的防控方案，采取切实可行的
应对措施。

为确保职工身体健康，方便
职工就餐，避免人群过度密集带

来的交叉感染，公司专门为职工
采购多层保温餐盒，采取分餐制，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由食堂

工作人员通过错时分餐，配送到
各办公区域，保证职工就餐方便、
安全、卫生。每日提供的菜品为一

荤一素并搭配少许纯肉，保证职

工的膳食营养均衡。

为避免送、取餐盒时人群聚
集，食堂在各办公区域统一放置

餐盒收纳箱，张贴“职工午餐配送
规定”，通过微信方式通知各部
门。食堂工作人员每天早上统一

收集餐盒，对所收集的餐具进行

不少于 30 分钟的物理消毒和高
温消毒，严格按照消毒程序执行
并做好记录。

后勤处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认真准备各项工作，对工作场所
进行消毒，对餐具炊具进行高温
灭菌消毒，搞好食堂卫生。按照

《2020 年食堂疫情防控措施》，职
工到岗后必须做自我检测，进行
服装消毒，工作人员每日要进行2

次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食品加
工制作时必须佩戴口罩、穿操作

服；取、送餐时必须做好个人卫生

防护，佩戴口罩；对更换的服装及
时进行消毒并记录。

在制作加工食品前、后对加
工场地进行物表、空气等环境卫

生消毒。餐厨废弃物分类管理、按
规定处置，使用专用带盖垃圾桶，

交由餐厨废弃物处置公司处理，
做到日产日清，并对垃圾桶每天
进行消毒、登记。

2月 10 日，公司食堂班长王
运谦为在开工第一天让大家准时
吃上放心、可口的饭菜，提前与供

货商联系采购食材。在疫情防控

期间，食堂采购的肉类、菜品严格

落实索证、索票制度，每餐食品按
要求留样，并做好台账记录。每天

8时 30分开始到各办公区域收集
餐盒、统一消毒，到制作午餐、配
送到职工手里，期间工作量比以

往繁重了许多，忙碌中大家不断

地相互提醒着：餐盒消毒时间到
了、统计餐盒数量、蒸箱可以关闭
了……这些简短的话语，在工作

中形成了一条纽带，让紧张的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

们责任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团结

协作，充满激情地做好后勤保障
工作，打赢这场没有硝烟战争。

（裴慧军）

工程总公司为落实公司疫情

防控工作的指示精神，保证快速
有效应对区内供水突发事件，同

时也为保证抢修人员的身体健
康，制订了应急预案，采取了各种
有效的措施。

首先，成立了应急小分队，遇
到抢修时在一个小时之内到达现

场进行作业，除此之外，每日由三
人进行值班，对库房、车辆以及机

械设备进行检查，这是抢修工作
的前提保障。其次，接到抢修任务

后，按要求迅速赶赴事故现场，根
据现场情况研究制订抢修方案并

组织应急抢修人员，调配施工机
械，同时安排好各项安全施工准
备工作。第三，抢修前，与公司用

户管网处、营业处、水务监察大队

等部门做好沟通，确定供电、燃
气、电信等管线位置，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护措施，抢修后做好现场
清扫消毒工作，不留死角，如不能
及时回填，应做好围挡及警示标

志。第四，整个施工过程要求抢修
人员必须佩戴防护用品，与他人

交谈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涉及到
用户上门抢修时，佩戴好防护口

罩、护目镜、防护服、手套，保持与
用户之间的距离，严禁触碰与抢

修无关的任何东西，确保自身安
全，动作迅速，抢修完毕后立即离

开，严禁用手触摸自己的口鼻眼。
第五，抢修结束后，在施工现场对
所使用的机械设备、车辆、电动工

具等物品用消毒液进行全面消

毒，返回公司后对相关物品进行
再次消毒，抢修人员做好个人消

毒工作，并对体温进行监测，如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

截至目前，工程总公司在节

日期间检查车辆、机械设备 15
次，工程公司院内公共区域进行

消毒 10 次，市政及用户抢修 4
次，污水处理厂抢修 1次，每日按

公司要求上报部门人员健康情
况。我们奋战在一线，不仅要对用

户负责，同时也要对自己负责，从
思想上高度重视，落实好防控疫

情工作，全力保障公司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 （葛志鹏）

2 月 14 日上午，得知高新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局（以下
简称住建局）防疫布控的 4 个进
区点的工作人员没有雨衣，而当

前又因物资紧俏而导致所需货
品供应紧张的情况后，公司副总
经理赵增亮马上安排相关部门

进行采购，予以援助。接到任务

后，物资设备处在 1个小时内跑

遍了区内 4 家大型超市和小型

商店，终于在中午 12 点 50 分将
所需雨衣备齐送至住建局，受到
局领导的高度赞扬。

在疫情防控期间，公司积极
承担社会责任，为在区内各路口
防疫布控的住建局工作人员提

供口罩、饮用水等物资。

（刘俞苹）

公司施行错时分餐制度

工程总公司坚守岗位积极备战

公司不遗余力防控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