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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智微

众志成城，共抗疫情。市市场监管局
医疗器械监管科和牙谷产业服务科组成
8 人小组，为全市疫情防控医用物资 24
小时在线“把关”；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医疗器械注册专业服务团队，全力协
助乐至贵均卫生材料厂申请“一次性使
用医用口罩（非无菌）”产品注册，仅用 5
天就完成审批。

本报讯（姜晓花 记者 李小凤）“真
没想到乐至农商银行办贷灵活性这么
强、办贷效率这么高，这笔钱来得太及时
了，及时解决了我们资金短缺的问题。”
2月 12日，当 100万元的生产资金顺利发
放至四川生乐制药有限公司账户后，企
业负责人余应康如是感慨道。

四川生乐制药有限公司是乐至县
本 地 的 中 药 饮 片 以 及 中 药 材 加 工 企
业，该企业拥有一种直接口服饮片生
产 工 艺 的 专 利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暴 发
后，市场对板蓝根、连翘、丹参、黄芩等
中药饮片需求量大增，亟需扩大生产
满足需求。为让企业以最快速度获得

资金支持，2 月 6 日，乐至农商银行行长
罗碧芳带头组织业务骨干成立“战疫
信贷专项行动小组”深入企业开展调
查，并现场受理客户申请，收集相关办
贷资料。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
则，建立疫情防控类信贷业务审查审
批快速通道，从调查、审查、审批环节
全力保障该笔资金早日落地。

办理过程中，该笔业务突破了多个
办理瓶颈，一是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公司
股东在外省无法聚齐召开股东会的情
况，特别同意其股东会决议可通过召
开视频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后形成；二
是部分股东相关资料通过快递送达，

确保办理资料得以收集完成；三是 2 月
11 日，乐至农商银行办贷部门及时向贷
审会成员汇报情况，线下会签完成该笔
贷款的审批。

据悉，该笔资金是乐至农商银行向
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发放的第三笔纯信
用、无抵押、低利率的贷款。在抗疫特殊
时期，乐至农商银行把疫情防控和金融
服务保障作为当前的首要工作任务，第
一时间开启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单列专
项信贷资源、匹配优惠利率，全力保障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资金需求，以实际行动
彰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和
决心。

乐至农商银行

开启金融服务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企业资金需求

本报讯（记者 韩成玺）“各位市民朋友们，当前正值疫情
防控的关键期，请大家积极配合，尽量少出门，出门也要做好
个人防护，买完菜赶紧回家。”2月 14日，一架警用无人机在雁
城车城公园和刘家湾菜市场上空向市民宣传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知识。

据了解，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城管行政执法局联
手市公安局、武警支队、消防支队等单位部门充分利用无人机
速度快、覆盖广、无人员接触的优势，对重点广场、景点景区、
居民小区、农贸市场等实施无人机常态化巡逻，“隔空”提醒市
民加强防疫措施，提高防疫意识。

连日来，我市启用三架无人机对县区重点场所巡逻喊话
30 余次，通过无接触宣传有效避免了人与人正面接触，达到
了劝阻疏散宣传警示的效果，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

□ 本报记者 刘梦娜

“你好，这是你要的东西，草莓、橘子、干辣椒都在，请查
收。”

“好的，太感谢了，麻烦你们了。”
2月 13日上午 10时许，在雁城恒大城一户居家观察的业

主门前，雁江区松涛镇书台山社区副主任张德洋联合物业经
理罗凡，以及小区楼栋管家秦启开，将居民前一天晚上在群里

“下单”购买的物资送上门。确认货物无误后，三人又立即推
着购物车、提着物资赶往下一位居家观察的居民家。

恒大城入住了 2665户居民，近段时间陆续有居民从外地
返家，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需居家观察。为了更好地保障
居家观察业主的正常生活，张德洋于 2月 10日组建了“恒大城
居家生活物资采购群”，义务帮这些居民购买物资和收发快
递。

为保护居家观察者的个人隐私，同时也打消他们的后顾
之忧，张德洋并未在小区公共群推送采购群的二维码，而是在
上门为其测体温、疏导心理问题时，将他们拉入群里统一服
务。

张德洋称，小区有采购需求的人员共 35户，由于大家“下
单”时间太分散，每天要耗费大量时间在采购和送货上。而自
己和物管、楼栋管家还有其他疫情防控工作要做，实在分身乏
术。因此，张德洋便建议大家每天集中在晚上 8点至 9点发购
物清单，次日上午集中为居民办理。

“他们是可敬的人，挨家挨户送，经常我们都吃完饭了他
们还在忙。”居民曲女士说，让大家都很感动。

“疫情当前，我们谁都不能独善其身。我不光是社区工作
人员，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职责就是为群众解决问题。”张
德洋说，他希望广大居民能多理解支持社区工作，保护自己保
护他人，待疫情结束后再出门散步、串门。

受张德洋等人的感染，恒大城附近开超市的刘磊主动提
出承包小区居民的食材采购，并以进货价卖给大家，如今，张
德洋他们只需每日从张磊的超市送货到居民家中。

尊敬的中交·锦亭2、3栋业主：
由我司开发的中交·锦亭 2、3栋商品房已通过竣工验收并

取得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具备交房条件。由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交房日期将相应顺延，具体交
房日期另行通知。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特此公告！

资阳锦亭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4日

关于中交锦亭交房时间顺延的公告

市发展改革委对我市主城区价格监测：2月 14日，市场商品
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粮、油、蛋、奶价格保持稳定，猪牛肉
价格高位波动，鸡肉价格上涨，蔬菜、鲜鱼价格下降。猪肉（一
级后腿肉）零售均价 34.66 元/斤，较前日上涨 0.6%；猪肉（精瘦
肉）均价 37.66 元/斤，下降 0.5%；精牛肉均价 45.36 元/斤，下降
0.2%；白条鸡肉均价 14.7 元/斤，上涨 5.4%；白条鸭肉均价 15.7
元/斤，与前日持平；监测的 13 种蔬菜均价 3.32 元/斤，下跌
5.7%；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鱼均价 12.33元/斤，下跌 6%。

便 民 信 息

2月14日我市主城区
禽肉蔬菜价格信息

市市场监管局

5天助力企业取得医用口罩注册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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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电力

疫情防控中的温暖故事
□ 吴佳芳 程洁蕾 郑大令

疫情当前，资阳电力调度人纷纷请
战疫情防控一线，用爱书写平凡而温暖
的故事。

建群为社区居民服务
他们成小区最美风景线

开启“绿色通道”
5天完成医用口罩注册批件

疫情发生以来，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的需求量激增。1月 26日，市市场监管局
立即抽调 7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医疗器
械注册专业服务团队，奔赴乐至贵均卫生
材料厂进行现场指导，全力协助该企业申
请“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非无菌）”产品
注册。

在专业服务团队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下，26 日当天便完成注册申报材料的撰
写，27 日即正式提交申请。同时，市市
场监管局还主动协调省药监局开启绿

色通道，对贵均的注册申请进行应急审
批。31 日，乐至贵均卫生材料厂正式取
得了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非无菌）注
册批件。

目前，乐至贵均卫生材料厂启动医疗
器械车间全部口罩生产线，全力投入生
产，生产的口罩被第一时间运送到疫情防
控一线，较大程度缓解了我市医用口罩紧
缺的现状。

“最近，我们正在协助贵均进行医用
外科口罩的申报。”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
械监管科科长江盛告诉记者，医用外科
口罩的防护能力更强，是临床更急需的
口罩。一旦注册成功，就能用于医院防疫
工作。

24小时在线

为应急医用物资采购“把关”

市市场监管局医疗器械管理科和牙
谷产业服务科牵头成立了医疗器械采购
技术（质量）审核组，会同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商务局等部门，为我
市疫情防控医用物资采购提供技术审核
意见。

从 1 月 30 日起，技术审核组人员 24
小时在线接收来自各方的防控医疗器械
产品信息，积极研判，第一时间为物资采
购提供有效的技术审核建议意见。

语言种类多、各国医疗器械注册体系

差异大、产品技术标准复杂……他们利用
翻译软件，借用私人关系，启动“全球朋友
圈”援助模式，找到认识的涉外企业工作
人员翻译医用物资产品的验证文件；借助
省药监局、省药械审评中心以及医药行业
涉外企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和帮助，同时收
集查阅了大量涉及世界各国及国内的医
用口罩、防护服等医用物资相关的技术资
料和标准，提出有效技术审核意见。由于
时差等问题，他们经常在凌晨上线工作。

截至目前，技术审核组人员共审核国
内及境外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疫情防控
医用物资100余起，其中，境外物资涉及英
国、法国、比利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日
本、韩国、越南、泰国等10多个国家。

“隔空”喊话效果好
我市加大无人机防疫宣传频次

“资电速度”
12小时“克隆”第二调控室

“调度运行岗位是保障电网安全的核
心岗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调度场
所和调度人员绝对安全。”

1月 27日上午 9点 50分，在国调和省
调的统一指挥与部署下，资阳供电公司
快速响应，积极调动，76分钟内完成编写

《地调调控人员应急值班方案》，实行运
行值班人员工作和生活场所分组隔离，
并下达了“12 小时内，建成第二调控室”
的指令。

随后，调控中心与信通公司紧急召集
部门骨干员工及外地优秀厂家，通过视频

会议方式就“第二调控室”部署方案进行
商讨，并决定在公司 1 楼和 6 楼分别建立

“第二调控室”，同时召集部门值班人员以
及在家休假员工临时成立“应急小组”。

时间紧，任务重。中午 11 点 05 分，
“应急小组”兵分两路，分别前往雁江区南
津实训基地和公司 7楼库房，进行办公设
备的调拨与搬迁。

13点 30分，办公设备搬迁完毕，小组
有序进行调控室布线和调度自动化系统
接线工作，并用 45 分钟成功完成调控室
网架拓扑的搭建。

16 点 32 分，调度自动化系统的数据
网络通道调试成功，并通过了调度监控远
程指令测试。针对交换机反应迟缓、严重
影响切换效率问题，小组立即联系厂家技
术人员协调处理，58分钟后，问题得到有
效解决。

18 点 28 分，小组顺利完成办公内网
电脑配置及调试工作。

最后 2小时冲刺阶段，现场开始模拟
调控交接班通话切换场景，并同步制定系
统切换操作手册和每日交接班流程，确保
第一、二调控室之间无缝切换，正常运转。

“所有系统工作正常，测试完毕”，20

点 19分，随着最后一道测试的顺利通过，
12小时紧张有序的“克隆”作业落下帷幕。

调度温情
请战“前线”演绎平凡大爱

调度员黄莹的丈夫俞一峰是浙江省
金华供电公司的一名职员，2019年他们相
聚在一起的时间不到 30 天。今年，他们
终于约定好一起在成都过年。然而，除夕
刚过，黄莹就接到了防疫应急值班命令，
回到资阳集中隔离。

作为调度员，黄莹肩负着保障电网安
全运行的责任。若一人感染，必定导致全
组隔离，会给班组工作和保电任务带来巨
大的影响。黄莹只能舍小家为大家。

调控中心的蔡隽同样践行着这种情
怀。“作为高危人群，明天下班后我就暂时
不回家了，自己到外面住，和你们隔离。”
蔡隽的丈夫梁勇是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急诊科医生。正月初一，梁勇就带着
简单的日用物品返回了医院，至今也没
有和家人见过面。家里 80 岁的老人和
正在读初三的女儿，事无巨细，全靠蔡隽
一个人打理。

正月初八是蔡隽43岁生日。“老婆生日
快乐。”一大早，梁勇就在微信上发来了祝福
和 166.66元生日红包。面对丈夫”六六大
顺“的祝福，蔡隽很感动：“现在我只愿这场

‘战疫’早日结束，亲人们都能平安回家。”

铮铮誓言
以抗“疫”行动见证入党决心

“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是共青团团
员，是公司的一份子，我也可以出一份力，
为疫情防控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国网安岳县供电公司调控员兼团支部
书记蒋祥玲是入党积极分子。春节还未结
束，蒋祥玲就离开家人返回了调度岗位。

蒋祥玲及时启用团费为已返岗的青
年同志采买防疫物品，还动员大家加入到
防疫应急志愿服务队中，设立了疫情联防
联控服务站，为来往人员测量体温，普及
防疫知识和疫情防控措施等。

“电力是疫情防控的有力保障，在这
个关键时刻，我郑重申请加入党组织，绝
不是心血来潮。我会用实际行动来表达
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请党组织在
实践中考验我。”蒋祥玲说。

本报讯（记者 杨佳鹭）“紧急通知，
请所有部门经理于今日上午 9:00 准时
参加微信会议。”近日，四川理德泰克科
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收到了微信通知。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无数人的
心，作为资阳一家民营企业，在国家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勇于担当，急群众
之所急，帮社会之所需，竭尽所能履行
社会责任。”该公司法人代表陈利向部
门经理们发出为抗击疫情捐款捐物的
倡议，全体人员一致响应，短短 1个小时
就筹集到 5 万元。与此同时，公司捐出
10万元。当天上午，该公司及员工的 15
万元捐款，便转到市慈善总会账户，用
于疫情防控最前线。

民营企业捐款
助力疫情防控

给居民送货上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