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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县政府研究全县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县政府研究全县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压实疫情防控措施防控责任压实疫情防控措施防控责任
确保复产企业运行有序可控确保复产企业运行有序可控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杨
俊）2 月 18 日，我县召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
要求，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工作，强化工
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毫不松
懈抓好全县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持续用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县委书记、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指挥部总指挥长王杰
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
县长、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指挥部执行总指挥长向业顺对

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作进一步安
排部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吕
英、县政协主席周传明、县委副
书记田国华参加会议。

向业顺指出，就目前形势而
言，还不具备全面的复工复产条
件，必须要在疫情防控力度不
减、劲头不松、决心不变的前提
下，分类分批有序推进企业复工
复产，确保不因为复工复产而发
生新的疫情，为营造经济社会持
续向好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向业顺要求，要深化认识，
准确把握当前面临的形势，坚持
全国一盘棋，集中精力做好全县
疫情防控工作，坚决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精

准把握疫情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务必要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
逐 步 恢 复 正 常 的 生 产 生 活 秩
序。要引导企业算好长远账，不
贪一时之利，坚持以最严密的管
控落实疫情防控要求，以最稳妥
的安排推进复工复产，以最有效
的举措提振市场信心，以最精准
的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化危
为机，确保实现疫情防控的胜利
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
复生产，坚持以疫情防控稳定企
业生产、以企业生产保障疫情防
控，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要扎实做好复工
复产防疫准备，全面盯住复工复

产防疫过程重点环节。要切实
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指导服务、
强化监督检查、强化保障，有序
推进复工复产。

王杰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
问题的总钥匙，保持经济平稳运
行，就是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有力支撑。要充分认识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工作和企业复工复
产的重要性，切实增强紧迫感和
责任感，客观辩证全面地分析形
势，坚决摒弃对待经济工作“缓
一缓、等一等”的错误思想，以及
对经济实体、道路交通等简单化
一关了之、一停了之的“一刀切”
极端做法，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恢复生产，做到“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以更加有力的
措施、更加有效的手段，在全力
以赴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强
经济运行调度，努力恢复经济社
会秩序，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降到最低，奋力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王杰强调，全县上下要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顾全大局、
步调一致，聚焦“人要管住、物要
畅通”，按照“一事一策、一企一
策”，在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过程中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责
任制，想方设法帮助企业渡过难
关，切实打通复工复产的操作
链，不断提高复工复产率，确保
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王
建国）2 月 15 日，县委书记王杰
主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17 次（扩大）会议暨县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 5
次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
复工复产工作。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12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
月 13 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
神、2 月 14 日全市新冠肺炎疫
情 防 控 工 作 视 频 调 度 会 议 精
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
见。

会议指出，当前我县疫情
防控有力有效，但思想上不能
麻痹、工作上不能松懈，必须一
以贯之坚决贯彻坚定信心、同
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总要求，再接再厉、持续作战、
决战决胜。要精准分析、正确
把握面临的形势，继续保持高
度重视、高度警惕、高度负责的
工作状态，落实“四早”“四集

中”“四率”原则，牢牢掌握疫情
防控主动权，进一步提高防控
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时效
性，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
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要加强排查防
控，抓好交通管控，加大对疑似
病人筛查力度，切实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要分类别、分步骤、分人群推
进，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平稳可
控。要加强物资保障，更好满
足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要加强
舆论宣传，运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方式，深入宣传防控决策部
署、措施成效，提高群众防护知
识、防护意识，引导群众积极参
与全民防疫，凝聚起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的强大合力。要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严格
落实属地属事责任，紧紧依靠人
民群众，共同履行好防控责任，
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把防控
措施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

会议要求，要抢抓机遇，在

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咬定全
年目标任务，加强经济运行调
度，准确研判、积极应对，全力
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抓
紧组织好种子、化肥、农药等农
资供应，落实好春管春种措施，
切实抓好春耕备耕各项工作。
要畅通各类网络销售及配送渠
道，研究解决当前农产品买卖
难问题。要科学有序开展脱贫
攻坚工作，关心关爱贫困群众
生产生活情况，持续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要加强用工保障，
推动各项支持政策落地落实，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要聚焦重
点领域，加强各种要素保障，加
快推进重点项目复工、开工。全
县各级党员干部要拿出责任担
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展现统
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狠
抓落实、善作善成，切实把各项
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努力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张
韦）2 月 17 日，县政府组织召开
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全县复工
复产各类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县委副书记、县长向业顺，县委
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付强及
县政府副县长陈宏波、林成芳、
徐燕、陈爱党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企业复工复产既
是当前工作的重点，又是工作难
点，要在满足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逐步有序复工复产，坚决杜
绝顾此失彼；要切实增强抓好企
业疫情防控的紧迫感责任感，以
更坚决的态度、更周密的部署、

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复工复产企
业疫情防控工作落地见效。

向业顺要求，要严格落实乡
镇（街道）属地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强化帮扶指导、要素保障
及监督检查，全力以赴帮助符合
条件的企业复工复产；要加强企
业人员管理，尤其做好外地返秀
员工监管，做到人员少流动、不
聚集、不串岗；要精心做好防控
准备及应急处置工作，确保不留
死角、不漏盲区。同时，要统筹
抓好疫情防控时期的脱贫攻坚
工作，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巩固
脱贫成效。

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建

国）2 月 18 日，县委书记王杰主
持召开十四届县委常委会第
118 次（扩大）会议暨县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 6
次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

会议学习了 2 月 16 日全市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总指挥
长调度会议精神，2月17日全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
度会议精神；听取了我县当前复
工复产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

《关于成立秀山自治县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送审
稿）》《秀山自治县新冠肺炎防控
工作指挥部督查检查组第二阶
段督查检查方案（送审稿）》《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
复产帮扶联系方案（送审稿）》；
研究了有关干部议题。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我县切实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按照市委、市（下转第二版）

县委常委会

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要求全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要求

畅通渠道畅通渠道 尽快上市销售尽快上市销售 》》》》详见二版

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把员工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详见二版

付强调研我县文化旅游工作付强调研我县文化旅游工作

》》》》详见二版
县政府研究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县政府研究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详见二版

县农业农村委召开农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调度会时强调县农业农村委召开农业企业复工复产工作调度会时强调

王杰调研疫情期间水果销售情况时强调王杰调研疫情期间水果销售情况时强调：：

中共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委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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