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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万芳宁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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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防严控抗疫情 复工复产保发展

陶瓷城疫情防控双线作战

本报讯（见习记者万芳宁/文
记者双 力 见习记者白 凡/摄）日
前，来自安徽合肥的游客在中国陶
都陶瓷城陶瓷艺术国际博览中心欣
赏陶艺作品，这是陶瓷城复工复产
以来接待的第一批游客。自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中国
陶都陶瓷城按照我市确定的战“疫”
部署，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线作
战，力争取得双胜利。

中国陶都陶瓷城面积大，疫情
防控工作难度也较大。疫情暴发初
期，陶瓷城董事长石国松和经营管
理层就强有力实施疫情防控措施。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各经营区域
道路四通八达，车流、人流量较大，
给疫情防控带来一定难度。为落实
封闭管理措施，丁蜀镇领导几次到
现场与该城经营管理层和物管负责
人商量防控方案，并用铁质围栏将场

内路口封堵起来，只留了3个进出口
方便群众通行，由镇里统一安排人员
每天24小时值守，查验出入证等有
效凭证，守好“自家门”、看好“自家
人”，确保陶瓷城不发生疫情传播。

该城经营户多来自全国各地，为
了减少输入风险，陶瓷城经营管理层
通过商会会员微信群及时掌握外地
人员回宜情况，采取安全喊话、发放
传单等方式，引导经营户从我做起、

从现在做起，支持疫情防控、参与防
控疫情。1月24日晚，一名业主从
重点地区回宜，在接到群众反映后，
立即启动联防联控预案，陶瓷城和
相关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赶到该业
主家中，为其做好测温、登记和居家
隔离等工作。春节前后，先后有30
余名业主从外地回宜，陶瓷城全都
做好轨迹跟踪和情况了解，居家隔
离措施做到全覆盖。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逐步好
转，我市启动复工复产模式。陶瓷
城成立了复工复业领导小组和工作
小组，召开专题会议，部署相关准备
工作。复工复业前，购买额温枪和
口罩、消毒液、免洗洗手液等防疫物
资，数十名工作人员对内部环境进
行全面消杀，并设置突发事件隔离
区。3月15日正式复工，陶瓷艺术
国际博览中心只开放一个出入口供
人员通行，设置“锡康码”查验、身份
登记岗，防控疫情，一抓到底。

复工复业后，各经营业主想方设
法拓展销售渠道，利用线上销售、网
络直播等多种形式，尽力将疫情造成
的损失降至最低。因疫情防控造成
人流物流受阻，经营户销售业绩普遍
下滑，但他们的公益意识没有下滑，
陶都陶瓷城同业商会向全体会员发
出抗击疫情慈善捐助的倡议，捐款时
间为期3天，包括陶瓷城经营管理高
层石国松、范淑云在内的商会会员踊
跃捐款，部分商会会员前期还通过其
他途径向重点地区直接捐赠款物，合
计464400元，共同为打赢新冠肺炎
疫情阻击战奉献爱心、贡献力量。

4月20日，在位于宜城巷头
市场的好阳光家居城2楼、室内装
潢朴素的总经理办公室内，吴尧总
经理正忙着和客户确认订单信
息。熟悉吴尧的老朱说：“他在办
公室装修投资上小气，但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捐款上却很大气。”
多年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生意，
吴尧一直将诚信、爱心贯穿始终。

1992年，吴尧开始涉足家具
行业。2003年，他来到巷头市场
租下一处闲置仓库作经营场所开
始了自主创业。由于手中资金有
限，他没有在店内做豪华的装修，
也不做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服务
人员控制在5人，最大限度地把家
具经营的成本降下来，以销售平价
家具吸引客户。“酒香不怕巷子
深”，好阳光家居城一炮打响，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的肯定。创业至今
17年的时间，好阳光家居城经营
面积扩大到2000平方米。

创业成功，反哺社会。在巷头
市场赚得第一桶金时，吴尧首先想
到的是捐资助学。从那时起，他每
年拿出上万元现金，为贫困学生提
供一些帮助。从2012年开始，他
连续3年每年给宜城乐龄居家养

老中心捐款3万元，为居家老人购
买了书场听书服务。爱心仿佛会
成为一种习惯，吴尧从捐赠第一笔
善款开始便一发不可收，“在做好
工作的同时，能尽己所能去回馈这
个社会，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平
时在朋友圈看到一些需要帮助的
人，即使是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他
也会500元、1000元地献上爱心，
希望可以为他们带去一些温暖。

今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工作
和生活节奏。大年初一，吴尧接到
某购货单位的电话，临时需要订购
一批值班用床。时间紧任务重，吴
尧利用自己多年来与诸多供货商
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紧急从浙江
调运来一批货，第二天，他化身为
后勤部长，和员工一起将值班用床
安装到位。在全民抗击疫情的特
殊时期，好阳光家居城按要求闭门
歇业，但吴尧却没闲着，看到战

“疫”志愿者在一线守护“大家”，他
觉得，自己身为党员也应该做点什
么。经多方打听，他要来了捐款账
户，赶在银行下班前，向慈善组织
捐款8万元，为抗疫献上自己的一
份力量。

序号序号 姓姓 名名 捐款金额捐款金额（（元元））
23 吴开虎 3000
24 卢焕明 2000
25 许定华 4000
26 许卫中 3000
27 朱志芬 2500
28 陈珍华 1000
29 张荣法 2000
30 许红琴 2000
31 陈正初 5000
32 朱建平 1000
33 周芳军 1000
34 赵丽娟 1000
35 梁顺龙 1000
36 吴勤芳 3500
37 姜建荣 1500
38 沈建芳 1000
39 史梅青 1500
40 余陶云 1500
41 周 慧 20000
42 吴亚平 5000
43 钱祥芬 5000
44 徐 鹃 500

序号序号 姓姓 名名 捐款金额捐款金额（（元元））
45 沈红芬 300
46 王林仙 8000
47 刘德余 1000
48 钱 玮 1000
49 许红娟 2000
50 孟小军 2000
51 宗卓云 2000
52 陆洪良 100
53 范永芳 3600
54 蒋红姣 1000
55 许 珂 1000
56 蒋 峰 5000
57 朱水娟 1000
58 王香勤 1000
59 陈 维 1000
60 陈顺培 7000
61 范 娟 1000
62 王建英 2000
63 蔡志卫 1000
64 周寅福 500
65 王梅华 1200
66 董彩芬 1000

序号序号 姓姓 名名 捐款金额捐款金额（（元元））
1 石国松 100000
2 范淑云 2000
3 王明康 200
4 范泽锋 100000
5 葛 军 10000
6 朱新南 3000
7 沈锡芬 20000
8 郑耀良 1500
9 刘立新 1000
10 唐黎萍 11000
11 刘少波 500
12 沈秉义 500
13 蔡金荣 1000
14 高占平 600
15 徐顺伟 1000
16 王玉芳 6000
17 范君华 10000
18 卢宁刚 7500
19 应贤君 500
20 常建敏 1000
21 戴晨光 300
22 沈建芬 1000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市陶都陶瓷城同业商会会员积极捐款捐物，通过多种渠道奉献自己的爱心，为抗疫出
力，涌现了一大批爱心人士。截至2020年4月24日，商会会员共计捐款464400元。希望全体商会会员以他们为学习榜
样，为建设“强富美高”新宜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宜兴市陶都陶瓷城同业商会
2020年4月24日

序号序号 姓姓 名名 捐款金额捐款金额（（元元））
67 黄 昱 1000
68 吴 敏 1000
69 朱水芬 3000
70 周中华 1000
71 杨盘忠 1500
72 孙 和 500
73 周 逸 1000
74 范小龙 3000
75 潘可能 11000
76 贺丽莉 2000
77 虞 萍 200
78 杨 芳 1000
79 刘 莉 200
80 李建芳 1500
81 王 玮 1000
82 陈丽英 1200
83 严德青 1000
84 江政凌 1000
85 刘 洋 1000
86 马秀红 1000
87 石三喜 1000
88 陶 建 口罩5500只

用爱心绘就绚丽人生
——巷头市场商会党员吴尧的人生信条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司机驾
驶汽车会经常开窗，频繁使用空
调，加上车辆在室外暴晒，对车辆
可能造成影响，所以赶在夏天前
对汽车做一次保养，是必不可少
的。春夏之交给汽车保养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空调系统因为较长时
间的停滞会产生大量灰尘，所以
一定要对空调系统进行查看及保
养。首先查看空气滤清器、空调
管路是否有脏物异物，及时进行
清理。必要的话对空调出风口喷
加药剂进行系统化的清洁。

第二，由于气温高，车内空间
封闭，会滋生细菌，加之许多司机
经常打开内循环，驾驶舱的污染
物会急剧增加，所以在洗车时，可
以要求对内饰进行完整的消毒清

洁，保持车内干净卫生。
第三，及时查看防冻液，发动

机在防冻液偏少情况下工作，容易
发生拉缸等重大事故。

第四，在盛夏来临前，提前检
查保养轮胎还是必要的，万一到
时发生爆胎的情况就不妙了。如
果轮胎磨损严重，修补多次，建议
及时更换新轮胎。

（记者 双 力 整理）

春夏之交爱车保养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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