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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风县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运

行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文件 
 

扶疫运组办发〔2020〕1 号 
 

  

扶风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经济运行保障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

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各专项工作组: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省市县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决策部署及宝鸡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关于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有关

事项的通知》（宝市防肺指发〔2020〕21 号）、县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的《扶风县工业

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应对预案的通知》（扶防肺指发〔2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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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件精神，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重

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结合我县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按照中省市县疫情防控、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的决

策部署和全市“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争取“双胜利”

的新要求，各项目单位、各企业要做好科学防控，各级各部

门要全力支持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有效实现稳增长、

稳投资、稳就业，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县发改局牵头，

各项目建设单位负责开工重点项目疫情防控监管工作，县商

信局牵头，各镇街、园区负责复工企业疫情防控监管工作。 

二、精心组织，全力落实防控措施 

为科学有序推进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切实把疫情

防控措施抓实抓细抓落地，各项目建设单位、复工企业必须

严格落实省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八个严格落实”和市上

提出的“六个到位”，对责任不到位、措施不到位、落实不

到位导致出现聚集性感染或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责

任。 

1.制定防控方案。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前，要制定完备

的疫情防控和开工、复工方案，严格落实好日常监测、隔离

观察、送医检测等疫情防控措施。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后每

日须向各镇街、县科技工业园区管委会、县新兴产业园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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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报告疫情防控情况。 

2.夯实防控责任。要进一步夯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

各镇街、园区负责辖区内的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审批，

县发改局负责重点项目开工备案，县商信局负责限额以上商

贸流通企业复工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备案。各项目单位、

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市、县、镇街、科技工业园区管委会、新

兴产业园管委会对疫情防控的工作安排，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主体责任；项目负责人、企业法人代表是本项目、本企业疫

情防控第一责任人，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管理，切实做好项

目和企业范围内场所及人员的疫情防控工作。各镇街、科技

工业园区管委会、新兴产业园管委会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

任，要实行网格化管理，督促开工项目和复工企业落实落细

落小各项防控措施和服务保障措施，确保全覆盖、无遗漏、

无死角，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对监控

不力造成不良后果的要依规依纪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究

问责。县发改局、县商信局要履行好监管责任，科学指导，

督促检查，协调解决好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 

3.加强返岗人员管理。开工项目和复工企业要积极做好

工作场所和职工生活场所及周围环境的日常消毒通风和清洁

工作，落实定时消毒措施，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

作。县级相关部门和各镇街、园区要协调解决好项目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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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工面临的用工需求短缺困难，组织项目单位、企业采

取临时设岗、合理排班、错峰用工等措施，保障用工需求。

项目单位和企业要提前摸排返岗人员个人家庭成员健康状

况，填写员工健康状况登记表，建立员工健康信息台账。对

宝鸡市域外返扶员工，由项目单位和企业在我县检查站点接

站后，直接送至集中隔离点或居家观察 14 天，方可上岗；对

近期严格居家或隔离观察 14 天，其中来扶途中未接触他人或

乘坐专车等安全交通工具，个人身体无不适症状的员工，经

项目单位和企业审查，并开具上下班证明后，可以直接上岗。

鼓励项目单位和企业派专车去非疫情高发区域直接接回身体

健康员工。对持单位开具的上下班证明出入工作地和居住地

的员工，镇街、村和社区不得阻止进出，但需加强测量体温

等监管措施，如有发热等情况第一时间向所在地镇街（社区）、

园区管委会报告。项目单位、企业按照要求，每天做好所有

复工人员健康状况登记。 

4.落实防控措施。开工项目单位、复工生产企业必须严

格落实日常防控措施，所有人员工作期间必须佩戴口罩，每

日上下班检测体温，发现发热、乏力、干咳、腹泻等异常症

状，立即送往定点医院检查；必须严格落实企业封闭化管理，

项目和厂区门口必须设立疫情检测点，对出入车辆和人员进

行检测登记，对项目现场、厂区、车间、宿舍、餐厅进行集

中消毒；必须严格落实好分散用餐要求，实行分餐制、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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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错峰用餐，严禁用餐人员聚集。提倡步行、骑自行车和

电动车、开私家车、乘坐通勤车等方式上下班。 

5.优化运输管理。对有省市县指挥部办公室统一印制，

镇街、园区指挥部审核发放的通行证，以及司乘人员单位出

具的上岗证明或所在社区出具的非防疫重点监管人员说明的

车辆予以通行，保障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涉及人员以及原料、

设备、零部件等运输通畅。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简化查验

手续和程序，对应急运输车辆优先通行。 

6.抓好安全生产。开工项目单位和复工生产企业要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要求，要做好供水、供电、空调设施和电器电

路、危化品储存等安全检查，加强车间、仓库、机械设备、

作业环境等风险排查，层层压实责任，严格生产规程，确保

劳动防护和安全监管到位。 

7.加强服务督导。要进一步细化“重点项目包抓”“干部

联企帮扶”工作方案，对每个开工项目单位和复工企业做到

“三个一”（即：明确一名包抓领导、一个包抓单位、一名联

络员）。帮扶单位和包抓领导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按照项

目包抓和联企帮扶工作的安排，深入项目现场和企业生产一

线加强衔接沟通，对信贷融资、原料采购、用工保障、市场

营销等方面给予指导服务和全力支持，限时解决好建设和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每个联络员要经常深入项

目单位和企业，当好宣传员、指导员、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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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值班，认真做好信息报送 

8.做好培训教育。开工项目单位和复工企业要对上岗员

工开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教育和引导广大职工

相信党和政府，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9.加强信息报送。开工项目单位和复工企业要加强值班

值守，项目和企业负责人要严格执行外出报备制度，保持 24

小时联络畅通，每天下午 15：00 前将员工健康状况、疫情

防控措施等情况，如实上报镇街、科技工业园区管委会、新

兴产业园管委会。各镇街、科技工业园区管委会、新兴产业

园管委会，每天下午 16:00 前将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情

况，汇总上报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

市场企业监管组和县发改局、县商信局。对于项目单位、企

业上报的信息、诉求及相关事宜，各镇街、科技工业园区管

委会、新兴产业园管委会要及时上传下达，并做好协调推进

工作;对于项目和企业在防控工作中提出的困难、诉求，及时

给予回应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及时联系上报县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予以协调解决。 

 

附件：1.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企业 

防控工作规范 

2.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企业防控 

工作 “六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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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 

企业防控工作规范 
 

1.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机制（成立领导小组、组成专

班，制定周密工作方案，包括领导体系、责任分工、排查制

度、日常管控、后勤保障、应急处置等，并细化落实到车间、

班组，明确各级责任人）。 

2.根据县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做好企业消毒工作，配

备疫情防控用品及设施（防护口罩、防护服、消毒液、测温

仪等），每天对宿舍、食堂、办公区、车间等区域消毒并做好

详细记录。 

3.全面做好项目和企业外地返工人员信息登记和监控工

作（省外返回员工一律不准上班）。对项目和企业员工上岗前

进行疫情防控知识培训,员工上下班途中须正确佩戴一次性

医用口罩，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行、骑行或乘

坐私家车上班。如必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

口罩。途中尽量避免用手触摸车上物品。 

4.落实专门疫情防控管控人员，设立项目和企业测温点

或临时隔离室，每日对所有上岗员工入厂、出厂前进行测温、

登记。每日对进出企业车辆进行严格登记，并对乘车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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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体温测量。 

5.制定用餐方案，不得在食堂集中用餐，采用分餐制保

障。倡导职工在家用餐或自带餐具，打好饭菜后回办公室（宿

舍）用餐，避免人员密集，就餐人员进餐厅、排队打饭时要

戴口罩，就餐期间尽量单人单桌，避免边就餐边说话和长时

间在餐厅逗留。餐厅每日消毒 1 次，餐桌椅使用后进行消毒。

餐具用品须高温消毒。操作间保持清洁干燥，严禁生食和熟

食用品混用，避免肉类生食。做到营养配餐，清淡适口，食

品安全。 

6.疫情解除前，暂时取消或控制人数参加集体活动及大

型会议，项目和企业应尽量减少员工外出办公。 

7.项目单位和企业必须严格人员管控，如有发热或咳嗽

等情况，要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规定进行就医和处置，并及时

向所在镇街政府、发改局、商信局、园区管委会报告。 

8.落实专职人员，每天按时将员工健康状况、疫情防控

措施等情况，如实向所在镇街政府、发改局、商信局、园区

管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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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 

企业防控工作 “六个到位” 
 

1.防控应对机制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成立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疫情防控工作责任制，编制疫情防控应

对预案，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和服务保障措施。制定出入

管理、餐饮管理、出差管理、会议管理等具体可行的疫情防

控应对措施，明确专人负责，严格落实到位。 

2.全面摸底排查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对员工健康情

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登记造册。疫情未解除期间，原则上

省外员工一律不得返工，省内市外的员工原则上劝阻不返工，

具体返工时间等待通知，市内其他县区员工由所在村（社区）

出具疫情期间无武汉（湖北）旅居史，无确诊和疑似人员接

触史证明。项目单位和企业按照要求每日做好所有复工人员

健康状况登记。从省外或省内市外返回员工必须接受为期 14

天的企业定点隔离或居家隔离。 

3.防疫物资保障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做好测温设备、

口罩、防护用品、消毒剂等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

防控物资由项目单位和企业自行解决。 

4.场所内部管理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加强车间、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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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会议室、过道、电梯、宿舍、食堂、卫生间、垃圾台

等场所及周围环境的日常消毒通风和清洁工作，落实定时消

毒措施，每 4 个小时进行一次消毒。项目单位和企业可适当

推迟上班和提前下班时间，采取灵活、分散方式保障员工用

餐，避免在项目单位和企业食堂聚集性就餐。对于配置值班

宿舍的项目单位和企业，日常管理参照小区封闭式管理要求

执行，由项目单位和企业落实值班宿舍各项防控责任。 

5.疫情监测措施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在项目和厂区

出入口设立体温检测登记点，按照“一测二问三登记四处置

五报告”的步骤，安排专人负责厂内员工的健康监测和随访

登记工作，做到上下班各测体温一次，“不漏一人、不漏一车”，

对外来办事人员要核对登记本人身份证及电话号码，所有出

入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如出现疫情要立即报告所在镇街应对

疫情指挥部办公室，依法采取隔离封闭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6.健康教育落实到位。项目单位和企业要对全体员工进

行包括疫情防护在内的健康知识教育和宣传，提升员工自我

防护意识和能力，自觉落实防疫各项法律法规及要求，上班

时不串岗、下班后不聚会，养成戴口罩、勤洗手的文明健康

生活习惯，不传谣、不信谣，为全县疫情防控工作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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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 

企业疫情防控承诺书 
 

按照省、市、县应对新冠肺疫情领导小组（指挥部）相

关文件要求，我项目单位和企业在认真做好复工前各项准备

工作的前题下，对复工后疫情防控工作制定了严格的防控措

施和方案，现已具备了复工条件，按规定计划于  月  日复

工。为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们特此承诺：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防控工作决策和部署，服从所在

辖区镇街（社区）及上级部门统一指挥和安排，尽职尽责做

好防控工作。 

二是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坚决做到防控应对机

制到位、全面摸底排查及到位、防疫物资保障到位、场所内

部管理到位、疫情监测措施到位、健康教育落实到位，确保

本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不出问题。 

三是全力尽到社会责任，积极支持全县疫情防控工作。 

 

承诺单位（公章）： 

 

企业法人（项目单位负责人）（签字）： 

 

承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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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复工企业员工健康状登记表 

工作岗位：                                                                  填表时间：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码 

目前在扶

风居住详

细地址 

联系电话 

健康

状况 
接触史 隔离措施 外地来扶风员工填写项目 

其他

需要

说明

的情

况 

①健康 

②发热 

③干咳 

④气促 

⑤无力 

⑥其

他 

①确诊病

例密切接

触史②疑

似病例密

切接触者

③密切接

触者的密

切接触者 

①集中隔离②

居家隔离③已

解除隔离④未

解除隔离 

来扶风

前出发

地、途

经地 

乘坐

何种

交通

工具 

途中

接触

人员

情况 

到达

扶风

日期 

              

              

              

              

  填表人员：                                         审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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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扶风县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项目开工和企业复工审批表 

                                       填表人： 

企业（项目）名称  

详细地址  

企业法人（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请复工（开工） 

日    期 
 申请日期  

核查人 

（签字） 
 

企  业 

项目单位 

（签字盖章） 

 

镇街（园区管委会）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此表一式三份，镇街（园区管委会）、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指挥部）市场企业监管组、企业各留存一份。 

 

 

扶风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经济社会运行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