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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上班族们陆续返岗，但疫情
当前，大家对出门都充满恐惧，生怕接触
到病毒或者不小心把病毒带回家。其实，
只要做好这些预防措施，切断病毒传播也
不是什么难事！

脱鞋
将外穿的鞋子放置于通风的门外或

玄关，更换干净的居家拖鞋。
一般来说，鞋子放置一定时间后，即

使有踩踏到污染物，也没有了病毒的感染
活性，通过鞋底传播病毒的概率是比较低
的。

脱外衣
将外套、外裤脱下，放置阳台挂起晾

晒。
若去空旷人少的地方：外衣晾在通

风处即可；若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轻脱
衣物，不要抖动，可用 75%的酒精或者酒
喷洒或擦拭消毒；若去了医院等高危环
境：建议清洗所有衣物，并用冷水配制适
宜浓度的含氯消毒液（具体配置法需参
考产品使用说明），浸泡 5 分钟，然后清
洗。

注意：酒精喷雾易燃易爆炸！注意远
离厨房和火苗！含氯消毒剂不能和洁厕
灵、醋及洗衣液同时使用。挂烫机消毒不
推荐，温度和时长都不太达标。

摘口罩
捏住口罩带子，从一侧耳朵处摘下挂

绳，再从另一侧摘下口罩挂绳，注意不要
触碰口罩外表面，因为此处已经污染。

手卫生
处理完口罩和衣物，使用肥皂或洗手

液+流动水清洗双手，搓手 20 秒钟，擦
干。也可以使用免洗手消毒液快速消毒。

对物品进行消毒
用酒精棉片擦拭清洁手机、钥匙、耳

机、钱包、卡包、卡片、保温杯等随身物
品，以及您带出门的鼠标、键盘、笔记本
等办公用品。

怀疑纸质物品受到污染，在阳光下暴
晒即可，注意翻转页面。

提醒：对于有孩子的家庭，一定要在
做完上述清洁措施后，再与孩子接触，谨
防病毒通过接触传播，危害家人健康。

据人民网报道

下班做好5个动作
不把病毒带回家

央企复工率最高
部分服务型企业利用互联网恢复运营

处于复工第一梯队的是“国家队”。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部署，中央企业在开
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的同时，正抓紧组
织复工复产。截至目前，除地方政府要
求延迟开工的企业外，96 家中央企业所
属 2.3 万余户生产型子企业的复工率已超
过 80％。

中央企业的医用防护服产能到 2月 14
日达到每天 4万套。口罩产能也将在本月
底达到每天 160万只以上。

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业复工率更
高，石油石化企业复工率达到 96.8％，电
网、发电企业复工率达到 83％，钢铁企业
主要子企业全面开工，机械装备制造企业
（不包括汽车）复工率达到 88.1％。

据 北 京 市 国 资 委 介 绍 ，截 至 2 月 12
日，43 家北京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复
工，二级及重要子企业复工复产比例达
99.7％。

涉及疫情及重要国计民生的工业企业
已优先复工。2 月 10 日数据显示，全国口
罩生产企业复工率超过 76％，防护服生产
企业复工率达到 77％，全国重点监测粮食
生 产 复 工 率 94.6％ ，煤 矿 企 业 复 工 率
57.8％。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英介绍，10 日
前上海市经信委已协调涉及疫情防控的
248 家企业复工。截至 2 月 13 日，四川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率达 35.6％，其中
医用物资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

此外，物流、金融、咨询等行业也开始
逐步复工。2 月 10 日，中国邮政、顺丰、中
通、申通、百世等快递公司均宣布进入正
常运营。更多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采取了
灵活复工形式。上海市经信委数据显示，
80％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已复工，
但总体以居家办公为主，居家办公的员工
数占 70％以上。

2月 10日国美集团全国多数门店暂停
营业，但 20 余万员工闭店不停工，在援助
武汉重点疫区的同时，利用线上平台，动
员全国厂商，保障全国消费者的家电采
购、配送、安装需求。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相当多生产企
业的实际复工率在 30％至 40％。一些企
业负责人认为，未来一周，第二产业全面
复工难度较高，到 2月底，有效复工可望达
80％。

复工不容易：
缺口罩、物流不畅、产业链受阻

因为疫情防控压力大，企业复工复产
并不容易。

——口罩难求。疫情防控物资供应紧
张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山西一
家煤炭企业集团测算，当前口罩需求量为
53.3 万个，但实际发放不到 2 万个；消毒液
需求 2.6 万瓶，实际发放只有 7312 瓶。随
着矿井陆续复产，疫情防控所需物资缺口

将进一步扩大。
山西另一家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相关负

责人说，大型国企受限于财务审计制度，
无法购买高价口罩和手续不全的口罩，但
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大量一线矿工只
能依靠防尘口罩或自己购买的口罩进行
防护。

——物流不畅。“目前各地对人流物流
管控力度很大，对运输车辆和人员的限制
很多，比如有的地方需要提前打报告、办
理通行证，有的地方对疫情较严重省份车
辆禁行，导致物流运输不畅。”四川达州一
家化工厂负责人表示。

三菱电机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运输
不能正常进行，工厂面临零件不能供货、
成品不能出货等问题。

同煤、阳煤、焦煤等多个集团反映，由
于部分煤矿所在村庄实行封路防控，矿井
人员出入、物资运输受限，主要依靠公路
运输采购的电厂，特别是跨省、跨区域的
电厂，电煤运输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产业链受阻。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复工节奏不同，也导致原材料紧缺、销售
通道不畅等问题。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
虽然已经复工，但因原材料供应不足，企
业面临停工。

四川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合同
订单与往常相比较少。肥料马上进入备
货期，只有下游企业正常复工，工厂的磷
酸才会有大量订单。“虽然对行业预期较
有信心，但由于疫情持续时间未知，不确
定性太大。”这位负责人说。

当务之急：加快交通运输通畅，
加强员工安全防护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由于疫情影
响，很多人返程时间难以确定，不少企业
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疫情严重地
区、旅游餐饮等行业、一些中小微企业稳
岗压力加大。

多家受访企业呼吁，当务之急是相关
部门应积极帮助企业做好人员、物料的公
路运输保障工作。同时，加大口罩、消毒
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根据各地区、
各企业需求情况，对防控物资集中调控，
合理配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关于
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做好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提出，既要切实做好春
节后返程和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控工作，
又要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困难和问
题，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通知提出，严
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断各
省干线公路。交通运输部将指导省级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做好已封闭高
速公路开通工作。对劳务输出大省和外
地人员聚集的地区，交通运输部门将进一
步加强运输组织，发送“点对点”直达包
车。

针对复工后返程人流逐步增加带来的
疫情蔓延风险，各地、各企业正进一步落
实落细防控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
步加大复工力度。

记者在上海一家企业看到，复工首
日，厂门口设置了预检台，员工通过预检
台后，还要学习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进
行鞋底消毒。

为确保顺利复工，上海汽车变速器有
限公司工会划拨 200万元用于购买口罩等
防护用品，可满足一个月使用；同时建立
防疫网格体系，安排办公室上岗人员不超
过 40％。

记者注意到，为顺利复工，已有多家
企业开始“自己动手”生产防护物资，比如
广汽集团、比亚迪等汽车企业开始生产口
罩。格力电器表示，除武汉基地以外，格
力已陆续复工，加紧生产温度计、口罩生
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器等防
疫产品。

“复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员工的健
康排查、确认和后续的防控问题，还有防
疫物资的持续供应问题。”深圳市海能达
通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口罩可持
续用一周，已有部分物资在途中，集团采
购 中 心 在 持 续 跟 进 。 目 前 员 工 返 岗 率
47％，预计一周内返岗率可达 70％左右。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疫情依然严峻 复工如何开展
2 月 10 日开始，除疫情

较重的一些地区外，大部分

省份已陆续复工。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

涉及疫情及重要国计民生

的工业企业已先行复工，更

多企业则根据自身特点采

取在家上班、互联网办公等

灵活复工形式。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各地复

工还有哪些困难有待解决？

2月14日拍摄的江夏方舱医院外景（无人机照片）。
当日，位于武汉市江夏区大花山户外运动中心的江夏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这是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率领医疗团队，在这
里开展中医中药对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临床研究。 新华社发

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方舱医院
开始收治病人开始收治病人

→2 月 14 日，在位于山东青岛市
即墨区的青岛即发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里，纺织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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