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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辖区拟复工企业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企业： 

根据〘蜀山区关于做好企业延迟复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工作

方案〙（蜀疫控办〔2020〕4 号）（详见附件 1）及〘关于印发〖合

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

通知〙（蜀经发〔2020〕4 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加强疫情防控工作，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履行主体责任。现将

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1．各类企业不得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前复工。涉及保障公共事

业运行必需（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行业）、疫情防控必需（医

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

卖场、农贸市场、食品生产和物流供应等行业）及其他涉及重要国

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用人单位要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2．春节期间未停产企业按照原规模生产，同时必须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 

3．2 月 9 日 24 时后拟复工企业，须提前 2 个工作日履行开发

区复工流程并达到复工条件后方可复工，否则一律不得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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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工流程 

第一步：由申请复工企业填写〘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申请

复工承诺书〙（详见附件 2）和〘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申请复工企业

人员信息核查表〙（详见附件 3），报所在社区（村）（详见附件 4）； 

第二步：由所在社区（村）、医疗防控与业务指导组依据企业

复工标准联合对其现场核实，并做好详细记录； 

第三步：由所在社区（村）填写〘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复

工审批表〙（详见附件 5），经相关领导签字后批准复工。 

三、复工条件 

1．防控机制到位。企业负责人必须现场指挥，建立企业内部疫

情防控组织架构，做好企业复工方案，明确企业疫情防控应急流程、

具体工作人员、工作职责，确保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落实。 

2．员工排查到位。把好企业员工入口关，全面排查所有员工，

按照“一人一档”做好建档筛查工作。对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

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必须按照规定严格落实医学观察、隔离等措

施，确保做到全覆盖、不遗漏。隔离期结束后，如无感染症状，方

可正常上班。一旦发现员工有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立即报告并督促其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做好信

息上报和随访。 

3．设施物资到位。企业要做好口罩、测温计、消毒水等疫情防

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物资储备不少于3天用量；员工500至10000

人的企业，按照每 100 人一间的标准单独设置隔离间。企业要按照

卫健等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开展疫情防护和隔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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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部管理到位。确保每日监测上报员工身体状况，督促员工

佩戴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处置措施，加

强员工下班后管理。做好企业集中生产线、住宿区、厂房等人员密

集区疫情防控，做好场地的通风、消毒和卫生管理，做好隔离区管

控。按规定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5．加强信息沟通。具备上述四个复工条件的企业方可复工，所

有已开工企业都要执行“四个到位”。对落实防控防疫措施不到位，

缓报、瞒报、漏报疫情，未经审批擅自复工或扩大规模的且拒不整

改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附件：1．〘蜀山区关于做好企业延迟复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

工作方案〙（蜀疫控办〔2020〕4 号） 

2．〘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申请复工承诺书〙 

3．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申请复工企业人员信息核查表 

4．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所属社区（村）区域划分 

5．〘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复工审批表〙 

 

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020 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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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蜀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蜀疫控办〔2020〕4 号 

 

蜀山区关于做好企业延迟复工加强疫情 

防控工作的工作方案 

 

各镇政府、各街道办事处、蜀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相关

部门： 

为切实加强蜀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根

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

〘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合

政办秘〔2020〕4）等文件要求，制定此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防控工作部署，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

情传播，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 

二、组织领导 

蜀山区成立由各镇街、开发区和区经信局、人社局、住建局、

商务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组成的企业防控工作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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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企业防控工作组组长由区

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会平担任。 

三、总体要求 

1．蜀山区内各类企业不得早于 2 月 9 日 24 时前复工。涉及保

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供水、供气、供电、通讯等行业）、疫情防

控必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

必需（超市卖场、农贸市场、食品生产和物流供应等行业）及其他

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用人单位要依法保障职工合法

权益。 

2．春节期间未停产企业按照原规模生产，同时必须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 

四、责任分工 

成立由区经信局、人社局、住建局、商务局、卫健委、市场监

管局等部门组成的企业防控工作组，共同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复工和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在各自的行政职能基础上，各部门作为主管的

行业企业复工工作牵头单位，组织落实相关企业复工的管理要求及

防控措施，督促各镇街、开发区落实属地责任。 

各镇街、开发区：组织开展本辖区内的企业防控工作。负责督

促辖区内所有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采取有效防控措施，确

保辖区内所有生产企业落实“四个到位”，做好辖区内企业复工各类

问题的收集上报。 

五、企业复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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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控机制到位。企业负责人必须现场指挥，建立企业内部疫

情防控组织架构，做好企业复工方案，明确企业疫情防控应急流程、

具体工作人员、工作职责，确保企业疫情防控工作主体责任落实。 

2．员工排查到位。把好企业员工入口关，全面排查所有员工，

按照“一人一档”做好建档筛查工作。对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

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必须按照规定严格落实医学观察、隔离等措

施，确保做到全覆盖、不遗漏。隔离期结束后，如无感染症状，方

可正常上班。一旦发现员工有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立即报告并督促其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同时做好信

息上报和随访。 

3．设施物资到位。企业要做好口罩、测温计、消毒水等疫情防

控物资保障及发放工作，物资储备不少于3天用量；员工500至10000

人的企业，按照每 100 人一间的标准单独设置隔离间。企业要按照

卫健等相关部门制定的标准开展疫情防护和隔离工作。 

4．内部管理到位。确保每日监测上报员工身体状况，督促员工

佩戴口罩并做好个人防护，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处置措施，加

强员工下班后管理。做好企业集中生产线、住宿区、厂房等人员密

集区疫情防控，做好场地的通风、消毒和卫生管理，做好隔离区管

控。按规定加强安全、环保管理。 

5．加强信息沟通。具备上述四个复工条件的企业方可复工，所

有已开工企业都要执行“四个到位”。企业复工同时，要将复工情况

和执行“四个到位”情况书面报所属镇街、开发区。 

六、工作要求 



—7— 

1．坚决落实属地责任。各镇街、开发区要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复

工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压实企业防控主体责任，督促辖区所有企

业采取有效防控和服务保障措施，确保社会平稳有序。 

2．对确因工作需要近期返回我区的人员，用人单位要坚决履行

主体责任，及时报告相关信息，对返回人员逐一登记造册，并在属

地镇街、开发区及其有关部门的监督指导下，开展检疫查验和健康

防护。一旦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立即上报并采取处置措施。 

3．各镇街、开发区和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形成合力，加强

督促指导。对落实防控防疫措施不到位，缓报、瞒报、漏报疫情，

未经审批擅自复工或扩大规模的企业，由各镇街、开发区采取相应

措施；对拒不整改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造成后果的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蜀山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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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申请复工承诺书 

 
                    社区（村）： 

根据〘蜀山区关于做好企业延迟复工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工作

方案〙（蜀疫控办〔2020〕4 号）及开发区企业复工相关要求，我公

司申请拟于 2020 年   月   日复工，复工人数为      人，并在此

做出承诺： 

严格按照蜀山区企业复工“四个到位”及开发区下发的〘告园区企

业书〙中防控疫情的五方面内容执行，重点落实以下疫情防控工作。 

1．湖北员工在疫情结束前不允许返回。对外地到肥员工，须登

记其行程和接触史，报所在社区（村）批准。 

2．企业内部实行封闭管理，保留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企业安

排专人，每天员工上下班开展体温测量，对发现体温异常的，立即

离开工作岗位，并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排除后方可复工。

有病毒接触的员工必须在自我隔离14天以上无病情的基础上方可复

工。加大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和宣传力度，保证企业复工后所需的口

罩、消毒药水、体温计等物质供应，积极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3．企业将根据开发区的统一要求，做好武汉肺炎防疫相关数据

的统计和上报工作。 

4．企业复工后生产运营符合并严格落实开发区疫情防控相关标准。 

绝不允许出现疫情，否则我企业将立即无条件配合开发区，停

止生产并做好企业内部员工的安置和隔离工作。 

 

 

                       企业（盖章）： 

                               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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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申请复工企业人员信息核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联系电话 来源地 
是否有发热、咳嗽、

呼吸不畅等症状 

是否有湖北武汉

等地接触史 
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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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所属社区（村）区域划分 
 

一、山湖苑社区 

区域范围：北至蜀山湖路、南至稻香路、西至枫林路、东至

科学院路。 

联 系 人：陆  军（党委书记），13805519282 

二、万泽社区 

区域范围：北至稻香路、南至长江西路、西至枫林路、东至科学

院路。 

联 系 人：刘克跃（党委书记），13955137958 

三、蜀麓苑社区 

区域范围：北至井岗路、南至长江西路、西至千丈路、东至枫

林路。 

联 系 人：公晓慧（党委书记），13696540208 

四、卓然社区 

区域范围：北至白莲岩路、南至井岗路、西至千丈路、东至枫

林路。 

联 系 人：许维荣（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13955110322 

五、邓店村 

区域范围：东至井岗镇十八岗、南接白莲岩路、西至高速路

绿化带、北至邓店村原有的管理区域。 

联 系 人：金冬水（党委书记），1585693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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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合肥蜀山经济开发区企业复工审批表 
 

拟复工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24 小时值班电话  拟复工时间  

拟复工人数 （其中来自或去过疫情重点地区人数：        ） 

“四个到位” 

复工条件落实情况 
 

所在社区（村） 

初审意见 
 

医疗防控与 

业务指导组 

意  见 

 

疫情防控工作所在 

社区（村）包联领导

意  见 

 
企业复工牵头领导 

意  见 
 

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 

意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