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区从1月28日开始，先后派出包括医
护人员、疾控工作人员等在内的800多名工作人员驰援湖北。
他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险、挺身而出，带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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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多措并举开展线上的“网
上国网”推广工作，“网上国网”已然成为该公司落实防疫
要求、抗击疫情的重要手段和得力举措。

为避免客户去营业厅办电有可能引起的交叉感染风
险，该公司指导各营业站、供电所利用朋友圈、客户微信
群等形式，定期发布抗疫贴士、在家办电等宣传倡议，引
导客户线上办理交费、办电、信息查询等业务。

下一步，该公司将按照国网公司总体安排和防疫工
作要求，结合网上国网产品功能特征与该市电力用户使
用需求，以及疫情期间交费办电业务的新特点，围绕与用
户直接触达的服务场景，通过“线上+线下”双联动，全方
位开展“网上国网”推广运营工作，打造极致服务体验，提
高服务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再立新功。

（岳莹）

国网霍林郭勒市供电公司：推广“网上国网”助抗疫

为了切实规范营销档案管理工作，公司营销部严格
按照《国家电网公司业扩报装工作规范》和《国家电网公
司客户档案规范管理》的相关要求，针对高压客户基础档
案、客户现场情况及营销系统档案情况开展自查整改工
作。

此项工作对所有大工业客户进行全面梳理。一是线
上流程核对，细化各流程环节，对营销系统中时间节点进

行梳理；二是确保客户纸质档案资料无遗漏，全面建立健
全客户档案资料，并实行盒装管理，实现了一户一盒、分
级建档的管理体系；三是做好客户现场、变压器容量及运
行情况的核实并拍照取证，与营销系统档案信息进行比
对，确保客户档案的准确性。

通过这次档案整理工作，有效促进了客户档案的标
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管理。

国网新城区供电公司：开展高压客户业扩报装档案治理工作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供服负责城区内43042户居民
用户、非居民用户840户、农业生产592户、专变大用户
520户电费催缴工作。疫情防控期间，众多居民“宅”在
家里，各大小企业也全部停工，给电费结零工作加大了
难度。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电费结零，该中心各台区经理
在做好自身防护工作的前提下，深入到各小区门口张贴

宣传海报，帮助用户通过“网上国网”、微信、支付宝等多
种线上缴费渠道交费。对前来咨询的用户耐心讲解，并
告知用户通过“网上国网”也可以帮助家里父母、朋友缴
费。前来咨询的用户对该公司在疫情期间足不出户就能
缴纳电费做法给予一致好评。

经过全体台区经理大力宣传和努力工作，使当月电
费实现全部结零。 （刘艳佐 张琪）

国网突泉县供电公司：认真做好疫情期间电费结零工作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国网科尔沁区供电公司
木里图供电所严格按照该公司党委要求，值班人员2—3
人24小时在岗，并建立供电保障全天候专属服务队，严阵
以待，以应对各种突发供用电情况。

2月13日，该供电所配电班长宋国辉接到了通辽市
交通管理支队木里图中队队长的电话。因疫情工作需
要，疫情防控卡点需再搭建一个临时棚房，现场急需照明

用电。宋国辉马上组织3名服务队队员进行了现场勘查，
并快速拟好供电方案、物资准备齐全后，4人进行了现场
布线。两小时不到，原来零下15度的检查站棚房内已温
暖如春。

该供电所严格落实国家电网公司出台的12项服务举
措，积极协助客户对疫情检查站等疫情防控重点场所开
展用电设备维护和巡视检测。

国网科尔沁区供电公司：为战“疫”提供供电保障

孙克强作为一名有近30年党龄的老党员，在2020年
合家团圆的大年初二就自愿报名参加了社区党员志愿者

“战斗”在抗疫工作的第一线。孙克强所在小区当时急需
防疫值守工作人员，他和几名党员志愿者从初三开始主
动承担起小区防护第一层值班任务。孙克强不仅承担了
所在小区楼栋长的防疫领导工作任务，还亲自入户排查
所管6号楼30户居民信息情况。入户排查之初，居民对
排查人员视若“洪水猛兽”，孙克强也吃了不少“闭门
羹”。一句句刺耳的话经常爆发在耳边。“不让见面你们
调查什么？”“你们有病怎么办？”“把表放在门口，你们走，

一会来取！”等等。但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感与责任
感让他迎难而上。经过多次楼上楼下来回跑，耐心细致
的解释与悉心的沟通，他终于圆满完成了入户排查的任
务，也让他感受了在大灾面前无数一线防疫人员的艰辛。

在单位要求上班后，他又主动请缨参与小区的晚8点
到10点的夜间值守工作。小区的门口悬挂了党旗，党旗
下的孙克强胸前戴着一枚党徽，寒夜中党徽在灯光的照
耀下闪耀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党性的光芒。而他心中有
一个信念就是让疫情早点过去，让祖国恢复往日的繁荣
景象。

寒夜中发光的党徽
——国家税务总局清水河县税务局老共产党员孙克强抗疫工作纪实

■上接第1版 交通部门设置应急绿
色通道396个，对保障应急物资、重要
生活物资运输车辆实行不检查、不停
车、不收费和优先通行。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加大
信贷支持力度。截至目前，全区银行
业金融机构向736家企业及小微企业
主和各地工商户，累计发放支持疫情
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贷款181.6亿元，
贷款利率明显低于疫情前水平。按照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通
知，我区共申报四批327家企业申请纳
入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
单，已有蒙牛乳业、包头中药、食全食
美、华天制药、欣龙康医疗器械等32家
企业获得优惠利率贷款19.2亿元。人
民银行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审批发
放再贴现35.45亿元，支小再贷款7亿
元，支持企业生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
服等医用物资，满足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民营小微企业流动性资金需求。对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个人
和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8564 万元。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自治区工信厅等
部门印发《支持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
业的十条政策》，对列入自治区疫情防
控物资生产重点企业名单的，在企业
实施技术改造、扩能增效等方面给予
补贴支持。自治区财政通过主席预备
费下达疫情防控资金20541.5万元，主
要用于湖北荆门医疗队、自治区第四

医院、疾控中心等购置疫情防控物资
设备，以及配套确诊患者救治费个人
承担部分等。

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方面，切实
减免和延期缴纳税款。内蒙古税务
局对按月申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将 2月份法定申报纳税期限延长
至 2月 28日。经税务部门统计，2月
份全区约 43万户纳税人享受延期申
报政策，涉及税款约66.7亿元；2月份
受理延期缴纳税款申请 318户，涉及
税款约 6.53 亿元。减免一定时期租
金。截至 2月底，全区国有资产涉及
减免租金 953.5 万元，预计 3 月份还
将减免租金 1000万元。降低和缓缴
社会保险费。落实阶段性降低工伤
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已减轻用
人单位负担1.23亿元；进一步实施免
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
险和失业保险政策。加大社会保险
返还力度，已为 833户企业返还失业
保险费 1.12 亿元。降低企业成本。
落实国家支持性两部制电价政策，同
时自 2月 1日起至 6月 30日，对除高
耗能行业用户以外的一般工商业和
大工业用户（含已参与市场交易用
户），电费按原到户电价水平的 95%
结算，两项举措预计共减少企业电费
支出约 8.12 亿元。推动降低非居民
用气成本，提前执行淡季价格，以基
准门站价格为基础适当下浮，2月 22

日起至6月 30日，预计可为企业减少
天然气费支出约 1.624亿元。2月 17
日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自治区免
收通行收费公路的所有车辆通行费，
已免收约 8.3 亿元，预计还将免收 53
亿元左右。在精心做好企业服务方
面，切实做好政务服务。各级政务服
务大厅通过推行“网上办”“预约办”

“邮寄办”，保障疫情期间企业群众办
事，避免人员聚集，仅自治区本级已
受理办件 18964 件。各业务部门均
实行“网上办事”“不见面审批”“告知
承诺”等，为项目单位提供远程政策
解答、流程指引等服务。实施稳岗培
训补贴政策。鼓励企业、职业院校、
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在疫情防控期
间开展线上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给
予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补贴。截
至目前，人社部门已分两批公布 76
家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目录，注册
培训人数 19153 人。协调解决物资
供应困难。解决疫情期间物资配送、
跨区域调运生活必需品道路不畅等
问题，大型超市、便利店、配送企业复
工率达到80%以上，主要农畜产品批
发市场全部复工。推动邮政快递企
业复工复产，保障企业居民邮政快递
物资需求，2月 1日以来，全区邮政行
业共揽收快件 1240 万件，同比增长
71.51%，投递快件 5319 万件，增长
4.56%。

介绍《关于支持防控疫情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影响
生产经营困难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推进落实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