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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做核酸 返校有保障
本报讯（记者 郑洁）
“尊敬
的家长朋友，结合当前疫情形势，
为确保孩子的健康安全和出入安
全，请您主动配合好学校门口秩
序安全疏导工作……”5 月 14 日
下午，洞山中学校园广播循环播
放着疫情防控注意事项，提醒要
进入校园做核酸检测的学生与接
送孩子的家长。
按照田家庵区教体局下发的
5 月 16 日返校复课通知与 48 小
时核酸检测要求，洞山中学于 5
月 14 日下午组织师生全员核酸
检测，并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把学
生 按 班 级 分 组 ，分 时 段 排 队 进
校。学生进校后由各班班主任统
一带领，按地上划分的“一米线”
站好并安静地等待。
“5 月 16 日学生返校后，学校

更加注重保障学生的安全，从出
家门到进校门再到进班级，都需
要检测体温，尤其是在进入教室
前，由班主任和各班设立的学生
疫情管理员统一对学生进行体温
检测并询问身体状况。学校也划
分了平时活动场地，各班级不交
流，并暂时取消走班教学活动。
学生上下学，我们也实行错峰制，
避免校门口人流聚集。”洞山中学
校长王洪军告诉记者。
田区教体局宣教科科长李雪
菲介绍，返校复课后，要求各校落
实主体责任，根据学生人数合理
安排采样组数，采样时要错时错
峰，学校重点工作人员如保安、保
洁等实行一天一检，并在核酸检
测后对环境进行消杀，筑牢安全
防线。

保民生用水 助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冉韬 刘晓彤）
近日，淮南首创水务公司紧抓疫
情防控，积极恢复客户服务大厅
及各个收费点正常运营，保障民
生用水，
助力复工复产。
5 月 13 日下午，在该公司的
客户中心，一些市民前来交费，进
入人员一律扫码通行，全程规范
佩戴口罩，上岗人员也戴口罩工
作。在现场，该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疫情突发后，公司按照
上级要求，关停了所有客户服务
大厅及收费点,服务暂停了,但公
司客服热线 2608000 始终坚持 24
小 时 畅 通 ，及 时 回 应 用 户 需 求,
引导用户线上办理业务,积极协
调解决用户用水问题，对广大用
户承诺欠费不停水、不收取违约
金,重点企业需要开具增值税专

用发票等情况,客服采取电话预
约方式“送票上门”。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转缓，根据上级指示，
所有客户服务大厅及收费点均
正常运营起来，每天约有二三百
人前来缴费。
在龙湖汇景豪庭小区，首创
水务公司营销一部维修人员正忙
着抢修管道漏水。该公司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自疫情发生以来，
该公司严格履行疫情防控和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履行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确保疫情期间水质、
水压、水量稳定，强有力地保障了
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不受影
响。目前，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
复工复产，公司积极加强与客户
联系，主动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
为企业排忧解难。

中煤新集煤炭
日销售量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 通
时调整销售策略，创新开拓了
讯员 童守军 摄影报道）5 月 13 “铁路＋公路”
和“公路＋水路”
日，中煤新集煤炭运销公司日
的模式。积极与铁路和生产矿
销售量 7.31 万吨，完成日进度
井紧密沟通、协作，
克服了车皮
销售计划的 141.5%，创新集公
紧缺和公路疫情受阻的难题，
司建矿以来日销售历史新高。
千方百计争取铁路运量，最大
当前，煤炭运销公司紧紧
限度地争取车皮计划兑现，在
围绕抗疫保供、销售任务“双过
提高装车速度和装车质量上下
半”
目标，
认真落实新集公司一
功夫，
努力提高装车效率，
保证
季度经营分析会精神，多措并
及时装车外运。同时，加大地
举，主动出击，千方百计“降库
销直供煤和补充长协煤发运力
存、保生产、保供应、保民生、促
度，弥补铁路运输车皮配空不
销售、创效益”，煤炭销量大幅
足，
各矿地销司磅员、铲车司机
提升。
坚守岗位保证装车不停，计量
3 月份以来，各生产矿井
不停，
直至完成当日销售任务。
煤炭产库存量逐渐增加，铁路
下一步，中煤新集煤炭运
发运空车皮紧张，同时因疫情
销公司将继续按照煤炭市场销
地 销 受 阻 ，煤 炭 运 输 方 式 受
售营销方案，
紧紧抓住“量、质、
限。煤炭运销公司不等不靠， 价”
三个方面要素，
抢抓市场机
创新思路，
变压力为动力，
紧盯
遇，
调整销售布局，
拓宽发运渠
市场形势，
与时俱进、科学调整
道，持续发力，取得销售实效，
发运结构，不断拓宽销售运输
努力以优异成绩向党的二十大
渠道，
针对市场和政策变化，
及
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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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企业的知
识产权如何质押融资？融资担保怎样
走流程？5 月 12 日，谢家集区政府组
织、区市场监管局、评估机构、银行等
单位前往智造园区管委会，举办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入园惠企·银企对接”
活动，
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当天，园区的 20 多家科技型企业
代表参加活动。对接会现场，政府部
门、银行和企业代表，就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业务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市
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负责同志就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作了宣讲；银行
代表就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行信贷政
策和信贷产品作了详细介绍。与会企

业代表也就自身知识产权情况和信贷
需求进行发言，对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奖补政策和银行具体信贷产品等细节
问题提出询问，与会负责同志逐一答
疑解惑，现场交流气氛活跃热烈，多家
企业表达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签约意
愿。
“对我们企业来说，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是一场‘及时雨’，让企业的‘知
产’变‘资产’。”现场，一家企业负责人
说，这次“入园惠企·银企对接”活动，
让小微企业更清晰地了解到国家在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方面的相关优惠政
策，切身感受到了知识产权给企业发
展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做好三保障 畅通水运路
本报讯( 记者 柏雪 通讯员 张
控制、安全检查等环节高效衔接，实施
波)随着疫情防控工作进入新的阶段， 绿色通道、优先进港。针对参与港口
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按照
复工生产的装卸船舶和重点物资运
市交通运输局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和
输船舶，在到港前全面了解船舶疫情
“一断三不断”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
防控及船舶安全状况，到港后协调港
控、复工复产、保通保畅和夏季水上安
口企业优先安排进港锚泊，指导加强
全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煤炭、粮食、 锚泊值班，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科学
化肥等重要民生物资水路运输畅通， 组织装卸作业，力争边装边卸，避免
进一步巩固水路疫情防控工作成果。 “压船压港”现象，让重点物资运输船
为保障进出港船舶航路有序畅
舶优先靠泊、优先作业，来得快、走得
通，服务中心组织开展水上航道巡查， 快。
对淮南港区、船舶通航密度大的航道、
与此同时，因疫情管控影响，辖区
通航环境复杂的习惯性航路和锚地等
航运公司部分营运船舶滞留于长江中
重点水域开展现场巡查，及时驱离航
下游多个省份，导致船舶营业运输证
道内碍航船舶；
合理调度进出港船舶， 即将到期无法正常办理、船舶货物无
充分利用好港前待泊区，主动护航运
法按时前往指定地点装卸，针对此类
输船舶进出港，提升进出港船舶通航
情况，采取在线上核实经营资质、船舶
效率。
检验、登记证书真实性有效性和承诺
在保障重点物资运输安全畅通方
机制，快速办结船舶营业运输证并寄
面，服务中心加强与煤电企业、港口企
往船舶所在地方式，有效做到“一键
业和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的沟通联
式”申请、
“ 一站式”服务，为船舶经营
系，全面掌握电煤等重点物资运输船
人解决燃眉之急，保障了在外营运船
舶靠泊计划及动态，在手续审批、动态
舶的运输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