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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心 拥抱春天

小微企业战疫记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报道 近
日，温州市总工会第十五届委员
会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陈建微等30名工会主席，因在助
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表现
突出，被授予“最美工会主席”。

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和经济社会发展主动战中，温
州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广大干部
职工始终奋战在一线，助力全市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涌现
出一批优秀基层工会主席。

24小时坚守在岗，办公室成
了临时的家，随着疫情防控工作
的有序推进，她又一头扎进复工
复产的工作中，她的电话、微信
成了热线，24小时不停地运转
着，聆听企业所思所想所求——
她就是温州鹿城区仰义街道总
工会主席陈建微，排查、送物资、
完成62家规上企业复工资料审
核、500 余家规下企业复工指
导。陈建微说：“我只是做了自
己该做的事，单位同事比我更辛
苦！”

全国劳模、国网永嘉县供电
公司工会副主席邵若珍，从大年
初一就主动投入到各项抗击疫
情工作中：协助村口值守、检测；

组织“红十三爱心社”成员发起
“以爱传爱，抗击疫情”募捐活
动，共收到爱心善款30余万元；
开展暖心“菜篮子”，送白木耳、
莲子等健康食品到13个职工食
堂；举办线上女职工抗疫知识竞
赛，吸引415名职工参与，得到职
工群众好评。

从最早到隔离点、重点村值
班，到帮助村民跑医院买药，再
到带领工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
团购口罩120万只、额温枪1200
只、酒精3.5吨，为企业复工复产
保驾护航，乐清柳市镇总工会主
席郑向乐从年初一开始，一直奋
战在抗疫一线。近日辖区一家
企业特意送来一面印有“解企业
之困 显工会之爱”的锦旗，为“娘
家人”的担当点赞。

时代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
来。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职工

“娘家人”坚决扛起引领职工听
党话、跟党走的政治责任，为浙
江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彰显工会干部的责任和作
为，温州工会30名“最美工会主
席”用自己的初心，书写着一个
又一个精彩的篇章。

时代呼唤担当 使命引领未来

温州30名
“最美工会主席”

受表彰

记者胡翀报道“3000万人民
币打了水漂，我预估大概要18个
月，公司的外贸业务才有可能复
苏。”2020年春天，依然明媚灿烂，
但杭州杰森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丽英却无心欣赏，事业因疫情
遭遇重创，58岁的她决心从头再
来——一支平均年龄32岁的团队
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创业初
心，是她的火种和希望。

1998年，陈丽英的杭州杰森
贸易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主营鞋
类出口贸易，与多个国家的零售

商有着长期的合作。“今年公司22
岁了，我们碰到过4次‘危机’，这
一次是最严重的。”

以下为陈丽英自述：

盼着早日复工

2月份的时候，我盼着能早日
复工。员工的工资要发，代工厂
的货款要付，银行的贷款要还，因
此，早一天出货，意味着资金可以
运转起来。

省政府的相关复工文件一
出，杭州下城区朝晖街道总工会
的同志就给我介绍政策，采购防
疫物资帮着我们复工。2月12日
的下午4点21分，复工申请的批
复就下来了，同意我们15日以后
复工。在这3天的时间里，我几乎
打遍了所有公司人员进出的小区
和他们春节所在地的社区电话，
确保他们能够安全顺利返岗。

第一拨敲定了20名员工返岗

复工，当时想着赶紧把年前没出
的货早日起运，赶紧收钱。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朝着向好
的一面发展，政府有序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3月2日，公司95%的
员工已到岗复工。

经历毁灭性打击

就当大家重拾信心准备赶回
进度时，国外的疫情却蔓延开来，
外贸企业经历了毁灭性打击。

我们主要做欧线，随着国外疫
情的持续加重，几乎所有的客户都
停摆，在那些日子里收到的都是客
户一个又一个取消订单的邮件，总
计涉及业务额价值3000万人民
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损失还远
远不止这个数字。在全球化的今
天，大买家缩减采购量，小买家也
纷纷跟进。

我们是做时尚款的，冬季出
运的是春天的流行款，现在航运

停了，我们的货在海上漂着，等到
靠岸时，商品也过季了，只能算库
存，货款也就打了水漂。更长远
的影响是，现在本来是开发新品
的时间，但客户都放假了，意味着
我们的开发工作也停摆了，没有
了新品开发就意味着没有了下一
季的订单，我预估大概需要18个
月，才有可能复苏。

在逆境中开拓内贸

重创之下，我一直在思考怎么
办。申请破产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毕竟在商言商，合理合法地操作本
身就是游戏规则之一。不过公司
成立22年了，很多员工从学校一
毕业就来公司上班了，我怎么忍心
让大家在这种时候失业。看着他
们捧着鞋子，聚精会神地观察鞋
型，就知道他们对自己从事的工作
有多热爱，我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特别不喜欢老板这两个

字，我定义自己永远是一个创始
人，也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一切
从零开始。

国际业务归零，那就转战国
内市场。年轻的国内团队，在春
节疫情期间，通过网络开展工作，
围绕营销计划一天两次线上常常
讨论至深夜。在大家的努力下，
国内的销售额以100%~200%的
速度迅速增长。去年12月31日，
我们在沈阳开了第一家线下直营
店——1001牧场，第2家、第3家、
第4家也将在5月1日在东北正式
开业。

公司这些年轻人的勤奋和努
力让我想起了22年前的创业初
心，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信心，特别
是在公司各个群里，5万、10万、50
万的营收款从四面八方聚拢起来，
争着为公司还贷款，更让我看到了
团队强大的凝聚力。我要努力将
公司发展成一家百年企业。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近日，
由省经信厅、省委改革办等部门
和阿里巴巴等企业共同发起建设
的浙江省“企业码”平台已初步完
成系统开发，并在德清县开展试
点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
省打出的‘一码一图一指数’为核
心的精密智控组合拳，对有效抗
击疫情起到了重大作用，特别是

‘健康码’在数字赋能、凭码出行、
精准防疫、科学复工等方面作用
明显。为此，我省借鉴‘健康码’
的成功经验，在全国率先推出聚
焦企业精准服务的‘企业码’”。

省经信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概括来说，“企业码”是政府

服务企业、社会认识了解企业的
一个通道，是企业获取服务的绿
色通道、产业合作的协同平台、数
据驱动的应用系统。“企业码”以
二维码为标识，以企业基础数据
仓和涉企数据供应链为数据基
础，以省企业服务综合平台为应
用支撑，以企业数据授权使用为
突破口，以便捷、高效、精准、开
放、安全为特点，围绕政策直达、
公共服务、产业链合作和政银企
联动等环节，通过多系统工作协
同和数据资源集成利用，实现企

业服务的“最多跑一次”。
据了解，目前“企业码”主要

是以企业急需的、高频使用的应
用场景为突破口，实现了扫码进
码、码上名片、码上政策、码上直
办、码上诉求、码上融资、码上合
作、码上信用等八方面应用。以
扫码进码来说，是让企业通过浙
里办、钉钉等端口，扫码申领企业
专属的“企业码”，快速进入服务
通道。码上名片则是依托大数
据，形成企业专属个性化数字名
片，多维呈现企业发展概况。码
上政策是及时向企业精准推送各
类涉企政策，实现政策的精准直

达、掌上阅览、在线办理。码上直
办是聚焦企业高频办事事项，让
企业快速办理税务、社保、市场监
管等方面业务。

“‘企业码’的出现解决了我
们基层多年来如何精准服务企业
的难题，它不仅打通了省市县三
级数据通道，实现了多部门、多业
务协同，也充分考虑到基层服务
企业的个性化需要。”德清县有关
负责人介绍道。“企业码”按照边
开发、边实施、边完善的原则，在
系统开发基本成熟的基础上，于
3月18日在德清县正式开展试点
应用。截至4月20日，在8项通

用功能的基础上，专门设置了德
清个性化专区，开发上架爱心口
罩申领、亩均数据填报、技改兑
付、农行线下绿色贷（亩均提效
贷、绿色工厂提升贷、绿色项目提
速贷）等特色功能板块和产品，接
入湖州绿贷通、德清农行小微快
贷等应用场景，并同步推动开发
德清企业电子档案查询、企业招
聘两个高频办事应用事项。目
前，德清县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都已申领“企业码”，企业也通
过“企业码”申领爱心口罩、办理
技术改造奖补兑现、银行贷款业
务等事项。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报道
昨日，记者从杭州地铁集团获
悉，今天下午4点30分，地铁5
号线后通段和地铁16号线同步
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将开启全新
城市梦想。

5号线全长56.21公里，列车
采用4动2拖6辆编组的AH型
车，设计最高运行速度为80公
里/小时。后通段开通后，全天
行车间隔为6分50秒，运营服务
时间与既有1、2、4号线保持一
致，每日起点站首班车发车时间
为06:00，末班车起点站发车时
间为22:30。

5号线串联7个城区，实现
了与杭州地铁既有线网的换乘，
还将提升杭州城市综合承载力
和品质，缓解主城区交通拥堵，

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宝善桥站
因为前期征迁滞后，出入口未完
成，暂不具备开通条件。

地铁 16号线全长 35.12 公
里，是杭州地铁目前运行速度最
快的一条线。线路起点站位于
临安九州街站，终点站为余杭绿
汀路站，该站可以与3号线、5号
线实现换乘。

16号线全天行车间隔为9
分钟，运营服务时间与既有1、2、
4号线基本保持一致。九州街站
始发为06:10，末班车为22:33；
绿汀路始发 06:20，末班车为
22:33。

16号线通车后，杭州城市轨
道交通的多维坐标系里再添一
位“新成员”，主城区至临安区将
真正实现1小时交通圈。

本报讯 记者程雪报道 在预
测全年营收下降10亿元的情况
下，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杭燃集团”）按照省、市
有关文件部署，对符合政策的
7569家企业用户全面落实降费
10%政策。

在此基础上，昨日，杭燃集
团推出专门针对小微企业新开
通用气的“三优惠、两免费、两加
快”的优惠政策，包括燃气工程
费直降30%、免费延保半年、免
费安装燃气报警系统等一系列
福利，助力社会经济发展回归

“快车道”。
疫情给各行各业按下了“暂

停键”，小微企业尤其“压力山
大”。本次优惠政策正是针对餐
饮小店、美容小店、快捷酒店、农
家乐小店、民宿小店、镇村礼堂

等小微企业。这些企业在申请
开通用气的时候，只要满足用气
量小于16方/小时的条件，即日
起至今年 6 月底，工程费降低
30%。

据测算，对于燃气气源管已
在店门口的，降费30%后，室内
燃气工程费8000元/户左右；对
于气源管需通过20米以内架空
管接入的，降费30%后，工程费
12000元/户左右。

新开通用户燃气专业维保
缴费12个月的，杭燃集团给予再
免费延保6个月。

对用户用气场所需安装燃
气泄漏报警器的用户，杭燃集团
可为用户提供产品介绍和供货，
并负责免费安装、免费维保。对

“瓶改管”用户专业定制，定时安
装，实行当天安装、当天通气。

科普抗疫知识、专业针灸按
摩、线上线下健康咨询……近日，
宁波公交集团下属镇海公司特别
邀请上海中医健康咨询师开展

“健康服务送一线”活动，缓解驾
驶员的工作压力，帮助养成良好
的健康习惯。

公司工会主席高琦说，近年
来，宁波公交集团对驾驶员的
身体健康非常重视，每年开展

职工体检，经常聘请心理老师
为他们减压，每个路队还配有
职工休息室、书屋、心灵氧吧
等。接下来还将探索关爱公交
司机服务新模式，引导形成健
康乐观的生活方式，做到文明
安全行车，用心服务好每一名
乘客。图为健康咨询师教驾驶
员做保健操。

通讯员董美巧 摄

昨日是第 51 个世界地球日。
今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为“珍爱
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当天，在衢州柯城区万田乡
坦上村一块原先抛荒的土地上，
坦上家庭农场农机手驾驶拖拉机

春耕，准备种植早稻。成群的白
鹭在拖拉机旁自由飞翔，觅食嬉
戏。 通讯员胡江丰摄

我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企业码”
企业高频事项实现“码”上办

疫情中的外贸企业：

困难摧不垮意志，奋斗就有希望

放下方向盘
做上广播操

杭燃集团
社会责任感满满！

预测全年营收下降10亿

仍为7569家企业降费10%

白鹭伴春耕 和谐生态美

本报讯 记者邹伟锋报道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大家好，世界地球日，我是小一姐
姐，我为杭州龙井茶园代言……”
昨日是第51个世界地球日，省自
然资源厅开展了以“珍爱地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的宣
传周系列活动，全省“抖音大咖”
纷纷在“浙江自然资源”抖音平台
上发声，一场全民互动的“世界地

球日”短视频活动在线上拉开帷
幕。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省世界
地球日宣传活动以线上为主，通
过制作短视频、开展展馆“云上
看”、地球科技电影展播等方式，
大力宣传近年来我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新举
措、新成果，激发公众了解、保护
自然资源的生态意识。

以自然之名
为地球发声

我省开展线上世界地球日宣传周活动

今天下午4点30分
杭州地铁5号线后通段、16号线正式通车！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针
对近年来时有发生的窨井“吃人、
伤人”事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日前联合下
发意见，就办理涉窨井盖相关刑
事案件作出系统规定，依法惩治
涉窨井盖犯罪。

这份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共有12条。
根据意见，盗窃、破坏正在使用中
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窨井
盖，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覆、
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照刑法的规定，以破坏交通设
施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处罚。

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生产生
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足以

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的规定，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以上规定以外的其他场
所的窨井盖，明知会造成人员伤
亡后果而实施盗窃、破坏行为，致
人受伤或者死亡的，依照刑法的
规定，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
表示，盗窃、破坏公共场所尤其是
人流、车流密集场所的窨井盖，其
侵犯的法益本质上是公共安全，
而不仅仅是公共财物所有权。对
于此类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以
盗窃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来认
定，而应当适用危害公共安全方

面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窨井“吃人”问题，一方面是由

于窨井盖遭盗窃、破坏，另一方面
也与窨井盖管理部门疏于管理、
怠于履职有重要关系。但长期以
来，司法机关更多地打击盗窃、破
坏窨井盖等普通刑事犯罪，对窨
井盖管理人员失职渎职等职务犯
罪打击不力。

为此，意见给相关管理者敲
响警钟，明确坚决打击相关职务
犯罪，将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或者受委托行
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均
纳入进来，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
职权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
人死亡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两高一部明确

“偷井盖”可构成故意杀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