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昕锋
丁伟）3月24日，乐山市人民医院，
一支全新亮相的巡逻队引人瞩目：
队员们身着警服，臂戴红袖章，上面
写着“嘉州护医队”。据悉，这是四
川首支以“民警+保安+医院职工”
模式组建的“护医队”。

当天上午，乐山市公安局市中
区分局与乐山市人民医院联合举行
了“嘉州护医队”启动仪式，并为“市
中区公安分局驻乐山市人民医院护
医中队”授牌。20名来自该局的民
警、辅警将常驻医院，维护正常诊疗
秩序，保护医务人员和患者人身财
产安全。

“这在四川尚属首次。”据医院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地处老城区，

诈骗、盗窃、暴力伤医、伤害病患等
违法犯罪隐患较大。近年来，医院
与警方共建“警医联动”机制，较好
维护了医疗工作秩序，保障了医务
人员执业安全。

“但总体来讲，警力还是比较薄
弱。”市中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前，虽然辖区派出所在医院设立了
警务室，但只有一名片区民警，且没
有常驻医院，医院里如发生纠纷或紧
急情况，警力赶到需要一定时间。

如何更有力地补齐医疗机构安
保短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乐
山市公安、卫健部门着眼基层治理改
革和疫情防控等需要，决定率先在全
省探索打造集公安民辅警、医院保安
和医护人员等三位一体力量构成的

“护医警务”特色治安品牌。
经过1个多月筹备，“嘉州护医

队”应运而生。据介绍，警方向医院
派驻“护医中队”，旨在突出专职化警
力派驻，整合医疗机构群防群治力
量，强化安全防范和周边治安、交通
秩序整治，依法打击暴力伤医、伤害
病患等行为，同时将积极服务群众，
协助开展医患纠纷排查和调解等。

作为“护医中队”队长，市中区
公安分局巡警大队长秦杰进入状态
很快，半天下来就和队员们完成了
两次全院巡逻。“每次要走 6000 多
步。”秦杰说，队员们还在医院各进
出口值守，维护秩序并引导市民检
测体温，“有了民警值守，秩序一直
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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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渐入尾声，
企业复工复产的脚步也在加

快。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企业受困于
资金链紧缺、复工人员不足、上下游
产业链难以协同等问题，处境艰难。

疫情之后，如何重启这趟经济列
车？如何帮助受困疫情中的企业共
渡难关？就此，记者采访了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泉。

尽力挽回疫情损失
全省规上民营企业复工率达90%

陈泉介绍，疫情发生后，省工商
联第一时间成立领导小组，安排部
署，引导全省民营企业全力参与疫
情防控。截至目前，全省民营企业
累计捐赠款项及物资超过 8 亿元。
民营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90%
以上，中小企业复工率70%以上。

这期间，省工商联先后向我省
民营企业发出倡议书和公开信，号
召企业增强防疫信心、落实防控责
任、履行社会担当，不等不靠，把疫
情损失夺回来、抢回来。

“越是紧急关头，更需要民营企
业家们挺身而出。”陈泉说，为此，省
工商联一方面积极引导民营企业，
支援前线重大项目建设，加班加点
生产医疗物资和应急设备，主动承
担重要物资运输任务，踊跃捐款捐
物。另一方面，对抗疫物资生产一
线企业走访调研，为11家先期复工
复产防疫物资的民营企业陆地物流
提供渠道，为21家民营企业海外物
资运输、通关提供便利。同时，还开
设“抗疫助企——企业线上培训”，
及时为民营企业推送相关政策。

不仅如此，省工商联还与省人
社厅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指导企
业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问
题。并组建公益法律服务团，为企
业提供法律咨询、化解经济纠纷和
劳动用工争议等服务。

中小微企业面临“六大难”
要生产自救、转型升级、发展经济

“此次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就

是中小微企业。”陈泉介绍，为了进
一步了解企业实际困难，省工商联
通过网络平台，开展了“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题
调研，还组成6个调研组赴成都、南
充、乐山等市开展“民营企业复工复
产情况”专题调研。

陈泉提到，疫情中全省中小微
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主要包括六
个方面，一是停工或推迟开工，二
是营业收入下滑，三是直接成本
增加，四是裁员预期增长，五是疫
后脱困艰难，六是企业面临的招
工、就业，产业链供应断裂等突出
问题。

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研究，省
工商联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稳预期、
稳金融、稳生产、稳就业，降税费压
力、降融资成本、降空窗风险，引导生
产自救、引导转型升级，引导发展新
经济的“四稳三降三引”意见建议。

陈泉表示，省工商联已将调查
情况及时形成调研报告上报省委省
政府，这些意见建议也被吸纳进了
包括“四川十三条”在内的多项政策
文件中。

据了解，紧接着，6个调研组还
将分赴德阳、绵阳、雅安、遂宁等地，
了解民营企业真实情况，协调解决
企业复工复产中的困难问题，听取
地方工商联和企业对复工复产、满
工满产的意见建议，推动各项政策

措施落地落实。

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引导企业承接疫情后产业转移

目前，推进企业复工复产仍然
是一项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陈泉
表示，省工商联要当好企业复工复
产的“店小二”，全面为企业提供系
列服务帮助。

积极宣传相关政策措施，做好
政策专业性解读；宣传报道抗击疫
情、复工复产先进典型事迹，激励企
业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开展深入调
研，分析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
高质量的对策建议；强化靠前服务，
围绕防护物资保障难、用工难、产业
链供应难、流动资金难等方面的问
题，加大协调力度，帮助解决企业实
际困难。

“这次疫情，既是一次挑战，也
为企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陈泉
说，借此机会，省工商联也要适应疫
情后新的形势变化，引导企业化危
为机、迎难而上。

首先，引导企业积极争取、主动
承接疫情后的产业转移，搭建平台、
构建体系，在推进新冠疫情试剂、检
测、疫苗、药物等研发、生产、销售的
体系化，抢占中外市场。

其次，结合疫情带来的实际影
响，及时制定并推动出台《大力实施

“511工程”全力促进“两个健康”的
实施意见》和《加快我省民营企业转
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助推民营企业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除此之外，也要抓住当前社会
资金比较宽裕，IPO 注册制放宽的
时间窗口期，引动推动更多民营企
业上市、发债，着力解决我省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陈泉

14-25 C 16-23 C
阴天有分散小雨
偏北风1-2级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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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4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攀枝花、马尔康、雅安、西昌
良：广安、眉山、泸州、遂宁、绵阳、内
江、宜宾、资阳、达州、乐山、德阳、广
元、南充、自贡、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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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星彩第 20015 期全国销售
9067868元。开奖号码：5862220，一
等奖 0 注；二等奖 10 注，单注奖金
21421 元；三等奖 87 注，单注奖金
1800元。24204757.9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034 全 国 销 售
20439094元。开奖号码：473。直选
全国中奖7928（四川796）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33014（四
川 2526）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21539394.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34 期全国销售
8806222元。开奖号码：47398。一等
奖 3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79035011.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当好企业复工复产“店小二”
专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泉

20名民警常驻医院四川首支“护医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