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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战疫情 保安全 稳生产

济南重弹精准施策
按下复工复产加速键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萌 李凯

逆境中寻求突破，
解决运输不畅难题

自疫情暴发以来，由于跨区
域防疫要求的差异，部分上下游
供应商生产保供均不同程度出
现异常。面对主机厂纷至沓来的
订单，济南重弹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安全生产。统筹安排、
科学谋划，主动出击！

受疫情影响，许多企业出现
原材料运输不畅等难题，影响后
续生产。非常时期，济南重弹迎难
而上、主动作为，在逆境中寻求突
破，在困难中开拓创新，在原材料
运输不畅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运
输方式，协调铁路运输，确保生产
所需原材料的供应，让企业在最
短时间内有序运转、安全生产。

生 产 经 营“ 不 断
档”，调整产品结构，积
极补充资源

随着产品的上线，济南重弹
发现了新的问题。产品附配件库
存不足，原供应商都还没有完全
复工，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个问
题，生产将不得不按下“暂停
键”。针对产品附配件不足问题，
公司提前谋划，通过与同行业以
及主机厂采购部门的沟通，积极
寻求产品附配件新供应商补充
资源，全力保持了生产经营稳定
运行。

在客户稳定方面，公司在做
好自身复工复产的同时，也积极
与核心主机厂沟通，在其他竞争
对手未复工的情况下，调整产品
结构，全力配合主机厂的装车需
求，合理调配通用件资源，有效
保证了主机厂生产需求资源的
稳定供应。

树立红线意识，推
进企业安全生产

济南重弹在全方位协调生
产、销售的同时，做到安全生产、
环保、成本管理不放松。牢固树
立红线意识底线思维，扎实做好
安全生产、环保各项工作，有效

推进企业绿色、安全生产工作。
为实现企业的健康有序、长足发
展，强化企业精细化管理，提高
成本意识，有效降低各项消耗，
全面推动岗位成本工作做实、做
细。

近期，济南重弹收到中国重
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来的《感谢信》，对济南重弹在
疫情防控期间按时保供交付做
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感谢信的背
后是济南重弹全体员工，齐心协
力，共克时艰的决心；也是济南
重弹全体员工主动作为，迎难而
上的担当。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面
对一系列的难题，济南重弹一手
抓防疫，一手稳生产，销售、生产
等部门相互沟通，积极寻找破局
之策，通过实时收集供应商的复
工、库存与物流运输等信息，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精准施策，
打出复工生产“组合拳”，使企业
重回轨道、加速运转，驶向美好
的春天。

同时也为行业的健康发展
树立信心，以责任、担当、进取之
心，静待春暖花开！

本报3月26日讯（记者 支
倩倩 通讯员 芦小珍） 为进
一步加强对城区渣土运输车辆
的管理，章丘区渣土办以联合治
超集中整治月为契机，精心部
署、全力以赴、狠抓落实，渣土运
输管理工作稳步推进。

狠抓工地运输源头管控，加
强在建工地管理。要求所有施工
工地按照“净车行动”相关要求，
落实工地护栏围挡、出入口道路
硬化、冲洗设施配备、裸露渣土
覆盖及降尘作业等措施，严防带
泥上路和扬尘污染，确保渣土车
辆净车出场。执法人员对各项目
工程进行日常巡查，在工地出入
口对渣土车进行抽查，切实从源
头上控制建筑渣土。

加大违规运输查处力度，联
合城管、交警等职能部门加强
道路巡查，加大薄弱时段路面
管理力度。加大重点路段巡查
力度，通过不间断巡查，设点监

控，定人值守，错时监管，对渣
土运输车辆源头及运输途中超
速超载、密闭不严、扬尘洒漏等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做到查获一辆、处罚一辆，杜绝
不符合要求的渣土车运输行
驶。

强化市民服务热线监督，
充分依托新闻媒体、12345市民
服务热线等各类渠道，发挥市民

的监督作用，引导广大市民积极
参与监督，有效打击渣土运输违
规行为。确保城区道路干净整
洁，无扬尘污染，提升群众道路
交通安全满意率。

今年三月份以来，章丘区渣
土办共检查渣土运输车辆230多
台次，查处违规车辆11辆，整改
工地项目9个处理渣土热线投诉
8件。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李新革） 近日，山东省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学会〔2019〕第9号文
件发布了“关于公布山东省心理
健康教育2019年度先进单位、先
进个人的通知”，章丘区清照小
学被评为2019年度山东省心理
健康教育先进单位。这是学校第
三次荣获该项荣誉称号。

近年来，章丘区清照小学高
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努
力探索现代学校心育教育的规
律，从学校文化方面为学生营造
健康成长的大环境，致力于培养

“善沟通、乐生活、爱探究、会审
美、知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清照
学子。

学校把心理健康课程纳入

学校课程框架，坚持面向全体学
生和关注个别差异相结合的原
则，全面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开
发依托各个学科的心理健康主题
活动。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学
校更是把心理健康教育放在首
位。目前学校已有15名教师取得
心理咨询师证书，心理教研组已
成为学校课程开发的骨干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通讯员 潘瑞惠

每当走进济南方大重弹汽
车悬架有限公司，抬眼望绿，花
丛、树木、假山……葱葱郁郁的
绿意点缀着厂房，绵绵不尽的
林荫小路更添几分人文情怀。
厂房与花园交相辉映，成就济
南重弹花园式工厂。

公司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遵从方大集团董事
局方威主席“要像对待自己的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保”的要求，积
极响应国家环保建设新形势，适
应环保要求新常态，严格按照国
家政策落实各项环保指标，坚持
将可持续发展为己任。

自2018年起，精细化建设、
大手笔投入便成为济南重弹花
园式工厂建设的两大亮点；绿
化布局、绿化总量、绿化质量是
三大硬性要求，整洁、美丽、有
品位是终极的建设目标。

企业对厂房进行精细化建
设，首先体现在绿化布局方面。
花园式工厂的植树绿化与厂区
道路、项目车间统筹兼顾、统一
设计，树木花草、林间小路相互
映衬、相得益彰。在绿化总量
上，绿化上规模，有道路的地方
就要有绿化。除硬化路外均种
植大量绿植花草，在广阔范围
内实现大规模植树绿化覆盖，
成为重工业产区的天然氧吧。

公司在绿色生态之路上奋
力前行着，以卓越行动力的成
果打破重工业的偏见，“重工
业，轻呼吸”的花园式工厂，是
方大的一种态度。实现员工“进
门闻香、抬眼望绿”的心愿，让
自然的鸟语花香和员工们的欢
声笑语充斥着着每一个角落，
成为员工幸福生活加油的行动
力。绿色环保是济南重弹作为
绿色生态性企业的应有担当，
更是构建员工温馨家园义不容
辞的责任。

本报3月26日讯（通讯员 何
其时）“放轻松，抬起头，嘴巴张
大发出‘啊’的声音……”章丘党
校街安置房项目部，医护检测人
员正耐心地指导返岗工人进行核
酸检测取样。

近日，中铁十四局集团章丘
党校街安置房项目联络医疗机构
到项目生活区，为返岗的84名务
工人员免费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让工友们吃下“定心丸”，确保
防疫复工两不误。

“我们几个都是第一批回到
工地的，感谢项目工地组织的这
个免费病毒检测，确保了我们身
体健康，让我们心里很踏实。”建
筑工人徐师傅如是说。

检测过程中，为防止人员聚
集，项目工地要求工人间隔1米以
上排队等候。工人进场后，先进行
消毒、测量体温、信息核实等，后
于隔离区隔离观察，待48小时核
酸检测报告合格后，重新进行人

员宿舍调整，并可进入施工现场
开展工作。

“全覆盖、全免费。”章丘党校
街安置房项目经理尤骐表示，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向好，但也是战
胜疫情的关键时期，更是项目复
工复产的紧要关头，邀请专业医
疗机构来为职工和工友进行核酸
检测，既能提前排查，也能让大家
更安心地投入复工。

据悉，防疫复工期以来，该项
目工地已组织55名正式职工进行
了核酸检测，检测结果全部合格。
除此之外，在章丘安置房指挥部指
导要求下，截至目前共派发出3辆

“建筑工人返章专车”，“点对点”接
送模式减少了工人返程途中交叉
感染风险。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在
继续，项目工地通过定时定点消毒
测温、发放防疫物资、编发宣传手
册、设置隔离室等一系列措施增强
了防控工作效果，为章丘安置房项
目复工复产增设了一道“安全锁”。

挂失 郑文彬丢失济南市闽台中天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章丘市龙泉
壹号2-120号商铺购房收据4张，收据编号为0006602、0006618、0005846、
0005847，金额分别为：30000 . 00元、70000 . 00元、372149 . 00元、27851 . 00元、
声明作废。

庚子年始，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济南方大重弹汽车悬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重
弹”）响应国家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稳经济、保生产、惠民生的总体要求，在群防群治抓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精准施策分层分级复工复产，全力以赴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稳定运行。

重工业轻呼吸，让绿色梦想照进现实
记济南方大重弹汽车悬架有限公司绿化成果

三月份以来，检查渣土车230多台次
章丘区渣土办紧盯重点环节，规范渣土管理

清照小学

获评“山东省心理健康教育2019年度先进单位”

核酸检测进工地，工友返岗更安心

企业重回轨道，驶向美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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