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田新元 文/图

天堂很远，天堂超市酒吧却横空

出世，把记者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

新冠疫情阻击战之中，体验了一把集

中隔离的日子。

6月9日，刚起床就发现楼下突然

出现了好多大白。很快，群里通知，由

于我们这栋楼检出阳性人员，上级通

知该楼采取临时封控措施，人员只进

不出。

原来，楼里一位居民曾到访天堂

超市酒吧，确诊新冠肺炎。

由于我们小区前期有过新冠肺炎

病例，就是被称为“中国好邻居”的218

号感染者。他得知自己是次密接人员，

便主动把自己隔离，没有回到小区。他

确诊后，小区经过核酸采样、消毒等处

理后，只封控了10几个小时就解封了。

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可能很快

就解封了。

但是，形势却一步步紧张起来。

很快，物业再次通知，封控范围从

8号楼扩大到小区所有楼宇。

妻子在医院上班，很早就出发了，

当时小区还没有封控。得知我们小区

的情况后，医院让她立即停下手中的

工作，回家隔离。

此时，有传言称，病例居住在8号

楼1单元，该单元的人员要拉走集中

隔离！

记者当时怀疑，有这么严重吗？

妻子回来了，说外面有很多人，有

大白，有警察，都在忙忙碌碌，我们楼

已经被警戒线围了起来……

有人在群里说，已经得到通知，做

好准备，去酒店隔离！

在慌慌张张等待中，马上中午

了。考虑到可能被隔离一段时间，不

能出去买菜，记者立即开启隔离模式。

刚吃完的一个西瓜皮，就不扔了，

既减少垃圾，又可以废物利用，来一个

炒西瓜皮，解决买菜难题。

你还别说，炒西瓜皮还挺好吃。

正在记者大快朵颐之时，有人“当

当当”敲门。开门一看，大白来了。

“立即收拾行李，准备换洗衣物，

一会儿大巴车到了就下楼坐车，到酒

店隔离。”

这下不用怀疑了，传言变成了现实。

飞快地吃完饭，收拾行李。妻子

说，把一家三口的衣服放到一起。我

说，可能一人一个房间，还是分开放。

不一会儿，大巴车就到了。

我们被拉到一个酒店，果然被告

知一人一个房间，只有不能自理的小

孩才跟大人同住。好多邻居一家人的

东西都在一起，就在楼下分行李。

经过登记、填表等一系列手续后，

我们分到了各自的房间。

这个酒店比较旧，地毯上有很多

烟头留下的痕迹，一看就用了多年了。

很多人发现酒店比较破旧后就在

群中要求换酒店。

换酒店谈何容易？

我们一个单元72户，200多个人，

一人一间房，可能需要200多间房。

从群里得知，我们被安排到3个不同

的酒店。

想换酒店，没有那么简单。我们

是集中隔离的，不是在度假旅游。一

来，人太多，不可能很快找到合适的酒

店。二来，这些酒店都是用来集中隔

离的，设立了医学观察区、缓冲区等隔

离设施。临时换的酒店，无法满足隔

离需求。

既来之，则安之。记者观察了一

下，酒店内设施虽然比较陈旧，但是可

上网，有热水可洗澡，洗漱用品也提供

了不少，至少可用10天。还提供了一

提矿泉水，20多瓶。整体条件也算可

以，不能要求太高了。

还有一个优点，这里远离市区，外

面不远处就是农田，周边路上的车很

少，很安静。

虽然不能出房间门，但是有网不

耽误处理稿件，吃饭也不用操心，就知

足了。

入住酒店后，当天接到了多个电

话，有镇政府的，有派出所的，也有公

安分局的，都来询问去过哪里，家里最

近是否来人等，进行相关排查，直到晚

上11点多还在接听他们的电话。他

们也很辛苦，这么晚了还在打电话，为

阻断疫情传播而努力。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有规律的

隔离生活。

每天早上会有人来敲门，测体温、

做核酸。不得不吐槽一下，集中隔离

的核酸采集都是鼻拭子，每天一次，很

难受。每天基本上都是从睡梦中被叫

醒，然后迷迷瞪瞪走过去开门，门不能

全打开，只开一条缝。为了减少痛苦，

记者都是闭着眼，让工作人员采集鼻

拭子。采完之后，鼻子奇痒，喷嚏不

止。这个时候便睡意全无，再想睡觉，

怎么也睡不着了。

到了下午，大概2点左右，工作人

员会再来测一次体温，并记录在门上

的表格中。

每个房间的门口都放着一个凳

子，到吃饭的时间工作人员都会把

盒饭放到凳子上，自己取回就可以吃

饭了。

盒饭中一般是两荤两素，有米

饭，也可以提前预定馒头。孩子很喜

欢这里的饭菜，说比在家吃得好。仔

细一想，还真是。在家里吃饭，做得

样数少，做两个菜都吃不完，而且做

法也比较单一，孩子吃几天就吃腻

了。酒店的盒饭虽然不是大鱼大肉，

但是菜的种类多，做法多样，所以孩

子吃着好。

隔离时间长了，群里有人担心，自

己上不了班，可能老板意见很大。

好在记者的工作主要是文字处

理，虽然有些不便，但是大多数在网上

都能完成。

因为不能出门，没事的时候，就看

看窗外。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处理垃圾。

房间里准备了黄色垃圾袋，上面

写着“医疗垃圾专用”。每天把垃圾袋

放到门口，会有工作人员来取走。酒

店院中靠近南墙的地方有一片区域，

专门用来存放垃圾。工作人员身穿防

护服，把一个个黄色垃圾袋放到大箱

子里，用胶带把四周密封好。一会

儿，就会来一辆箱式货车，工作人员

把一个个大箱子搬到车上就拉走了。

院子的外面有一处空地。

一天，一辆大卡车不知道从哪里拉

来几车土，卸到了空地上。一个光着膀

子的大爷，每天都在那里忙碌。他先是

把那些土平整成一块地，然后又在上面

整理成畦。下过雨之后，等地晾干了，

又用锄很仔细地耪一遍地。后来，又看

见他在撒种子，不知道种了什么。

……

集中隔离的日子一天天重复着，

很快我们要准备回家了。

回家前的核酸检测迎来了升级版。

首先，已经很难受的鼻拭子改为

双鼻拭子。两个鼻孔都要做，那个酸

爽就别提了。其次，房间内同步进行

环境采样，桌子、电脑、手机、卫生间等

都要采样。

采完样静等结果。

零点刚过，酒店医疗组就发来微

信，让查看健康宝是否变成绿色（住进

酒店后健康宝就变成了黄色），并截图

上传。

为了让我们早点回家，工作人员

也很拼。他们要一个一个收集每个人

（包括孩子）的健康码，看是否变成绿

色，然后再决定几点来车接我们回家。

好在一切顺利，大约上午10点，

就看到大巴车来接我们了。

收拾好行李，每个人都和大巴车

合影留念，一家人就可以回家团聚了。

我们被隔离的日子，就是北京市

疫情防控阻击战最紧张的时刻。根据

通报，6月9日至16日15时，北京市累

计报告351例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

均涉天堂超市酒吧聚集性疫情。6月

15日0时至16日15时无新增社会面

病例，前期疫情防控措施效果初步显

现。因疫情防控不力，天堂超市酒吧

被立案调查。

为了隔离，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人们的生活也陷入半

停滞状态。但愿可恶的疫情早日结

束，让正常的生活重启，人们能自由

出入，回归工作岗位，让世界恢复本

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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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隔 离 的 日 子

□ 唐元龙 朱 婷

“需加快污水管网建设，引入外市

电……”日前，在四川省成都简阳市组

织的一场名为“政企联连看”的沙龙活

动现场，天府云数据产业基地项目现

场负责人提出了目前企业在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随后，简阳

市发改局、市经科信局等相关部门对

企业诉求一一答复，并在最短期限内

全部予以解决。

“政企联连看”是简阳市为加强政

企沟通、了解企业困难而创新搭建的

政企交流平台。今年以来，受国际环

境和国内疫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环

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稳就业、

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为解决企业所盼、所忧，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早在今年第一季度，简阳

市就率先制定印发了《简阳市2022年

企业纾困解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并及时出台实施了《简

阳市稳市场主体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十条激励政策》（以下简称《激励政

策》），为助企纾困和推动区域经济平

稳运行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打通解难“瓶颈”
分类分档支持市场主体

“除了升规入库的奖励，今年我们

还申领了文旅行业重点企业项目培训

补贴约2400元/每人。”德胜集团人资

部行政总监李晓旗说，德胜集团是简

阳本土一家商贸企业，已吸纳就业人

数2000余人。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简阳人社部

门为稳定就业，就为德胜集团发放稳

岗补贴、职工培训补贴等约912万元。

据了解，与往年相比，简阳市今年

3月8日出台的《激励政策》不仅“干

货”多，覆盖面广，而且针对性强。其

中，对升规入统的市场主体给予最高

60万元补贴；在支持农业经营主体方

面，对新评级的农业经营主体给予最

高80万元奖励；对民营工业项目给予

最高70万元纾困补贴；支持外贸进

出口方面，可给予单个企业累计不超

过100万元奖励；在鼓励工业企业加

快发展上规模上台阶方面，对民营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给予最高200万元

奖励……

“过去我们一些政策往往倾向于

‘抓大稳小’，这就容易导致中间部分

企业扶助存在空缺。”简阳市发改局相

关负责人说，本次出台的《激励政策》

其中一大特点就是，按上规入统时核

定的年度营业收入分三档给予奖励，

分别对大中小企业给予相应补贴。

据介绍，为激发大企业发展动力，

简阳市先后与海底捞、唯品会等企业召

开座谈会和视频交流会，共向企业兑现

奖励1000余万元，申报相关奖励6000

余万元。与此同时，为增加中小企业发

展信心，简阳市还组织全市各中小企业

申报成都市扩大经营规模奖励、简阳市

上规入库企业奖励资金、简阳市经济贡

献奖励等多项奖励补贴，仅奖励资金一

项就累计达到1200余万元。

与其他地方一样，因受疫情影响，

简阳市多家中小企业经营发展一度陷

入困局。“在疫情下，我们集团下零售、

酒店等部门经营非常不容易，今年留

抵退税还退了约48万元，这些减免税

款的好政策对我们来说就是雪中送

炭。”李晓旗如是说道。

据悉，为用好减税降费这把“金钥

匙”，简阳市税务局创新成立由“一把

手”任组长的退税减税政策落实工作

领导小组，还组建增值税留抵退税、

“六税两费”减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缓税3个专项工作组及8个综合保障

工作组。今年1月~5月，全市组合式

税费支持政策已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

逾10亿元。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融资难、融资

贵仍然是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一大难

题。位于简阳市的四川华新南光真空

设备有限公司属于通用机械的真空设

备制造业，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真空设

备制造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大宗工

业原材料涨幅较大，企业急需资金用

于采购原材料。基于此情况，前不久，

简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向

华新南光以“抵押+保证”的方式投放

委托贷款360万元，支持企业购买原

材料，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稳定了企业

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5月，简

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新增融资

担保业务8.3亿元，同比增长363.39%。

在此基础上，简阳市还指导市中小企

业融资担保公司拿出5000万元专项

额度，为符合信贷条件的中小微工业

企业扩大生产和转型升级提供流动资

金融资支持。截至今年6月12日，该

担保公司已累计为四川华新南光真空

设备有限公司、四川简阳尽春意酒业

有限公司等工业企业提供融资资金支

持2750万元。

强化政企沟通
多重机制保障纾困解难

今年3月初，简阳市委书记詹庆

带队实地走访调研四川润尔科技有限

公司、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一线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四川润

尔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场所与实际登

记地址不一致，对公司生产运作造成

了极大的困难”。得知情况后，简阳市

行政审批局第一时间与企业沟通交流

并现场指导，在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条件下，半小时就为该企业

解决实际困难和需求，实现了一照多

址（办公场所、经营场所）。

“之所以能如此之快为企业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得益于简阳市相关

部门按照《工作方案》要求，为打造

7×24小时不打烊政府，而开通的24

小时‘企业服务专线’。”简阳市行政

审批局副局长施红梅说，下一步，将

按照市委有关决策部署，持续创新和

完善企业诉求解决机制，切实解决企

业用工、技改扩产等问题，实打实帮

助企业解困，以最优营商环境护航企

业发展。

据介绍，为进一步帮助企业解决

各种困难和难题，简阳市创新搭建起

“简易阳光”企业服务平台，开展常态

化“政企联连看”沙龙活动，促进政企

交流，增强经济发展底气和韧性。今

年2月23日出台的《工作方案》中，简

阳市还创建起独具特色的“领导干部

常态化联系重点企业制度”，亮点之一

就是为每个重点企业分别配备一名解

难领导、一个纾困单位、一名服务专

员，以此打通中央和省市各种纾困解

难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

对于简阳市的助企纾困新政，成

都传化东中心物流港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胡荣鸿深有感触。他说：“每隔

一段时间，税务部门工作人员都会主

动联系，帮我们解决问题。”通过“政

企联连看”等这种与企业“面对面”

“零距离”的交流方式来听取企业心

声的方式，不仅为政企之间架起了沟

通桥梁，减少了沟通成本；而且还及

时帮助企业找出了制约发展的“瓶

颈”和“出路”。

“随着智慧税务监管体系的逐步

完善，税务部门已经能更客观准确地

为企业‘画像’，推动各类风险发现时

点不断前移，帮助企业健康发展。”简

阳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在“简易阳

光”企业服务平台这种“政企联连看”

活动中，税务部门可以敏锐指出引入

公司存在问题，帮助化解公司经营风

险，同时，企业提出的类似股权变更代

办等需求，也会第一时间处理。

据悉，仅在今年5月，短短30天时

间，简阳市就开展“政企联连看”沙龙

活动8期，邀请企业30余家，现场解决

诉求24条。

创新平台建设
多措并举稳就业保就业

“企业是人才的动源，人才是企业

的动力。”在简阳市招聘会上，条条标

语清晰夺目。活动现场，各企业摆摊

设点表明招聘需求，求职者络绎不绝

寻找合适岗位。

每年一到“招聘季”，企业发愁招

不到人，就业人员寻不到好岗位，双

方信息不对称成为“用工荒”“就业

难”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简阳市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就业

服务，不仅在线下开展“春风行动”等

专场招聘会，同时，在线上推广运用

“直播带岗”、网络招聘会等新型招聘

对接模式，实现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不

停歇。

“请问简历怎么投递？”“我要为

‘直播带岗’点赞！”……直播间里一

片热闹的景象。为帮助求职者实现

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搭建求职者

和用人单位求职招聘对接通道，市人

社部门不断强化“直播带岗”招聘服

务力度，为求职者提供全方位线上

服务。

今年上半年，简阳开展了13场现

场招聘会和11场“就业援助月”“春风

行动”网络招聘会、“直播带岗”招聘活

动，共组织501家企业参加，提供岗位

20,973个，4844人与企业达成初步

就业意向。

“除了开展招聘会，我们正着手搭

建稳岗就业平台。”简阳市就业服务中

心负责人介绍，现在正值毕业季，就业

服务中心将在6月~9月开展“送岗下

乡”周周招和人力资源市场日日招活

动，促进供需对接。

就业要有量，更要保证质。为了

提高员工职业技术水平，简阳市创新

实施就业培训扩容提质行动。通过深

入唯品会、市汽车运输公司等企业开

展走访座谈和调查研究，了解企业项

目制培训需求，就业服务中心为企业

提供针对性培训指导和帮助。

“每年我们招聘和培训员工，人社

部门都会发放补贴。”李晓旗介绍，目

前德胜集团正在申请项目制培训企业

定制班培训补贴，申请成功预计将会

得到约4000元每人的培训补贴。

2021 年，简阳市开展各类职业

培训13,316人次，发放补贴资金约

1593万元。同时，为引导职工提升职

业技能和职业转换能力，还为1209

人发放了全民技能提升补贴达169.2

万元。

据简阳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类项目制培训，不仅有利于提高职

工技能水平，对于企业运营也有很大

帮助。在疫情期间，简阳还重点推广

“云招聘”线上招聘平台，进一步拓宽

了参训者就业渠道。

四川简阳：精准施策稳经济“真金白银”解企忧
出台纾困解难工作方案和激励政策，打造“7×24小时”不打烊政府……今年1月~5月，全市新增融资

担保业务8.3亿元，同比增长363.39%；税费支持政策累计为市场主体减负逾10亿元

终于可以回家了

填完各种表格后进入酒店

乘坐大巴，准备去酒店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