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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许翰文

走进许河镇鲁军家禽养殖场，工
作人员拿着消毒用具对着即将驶入
的货车进行消毒、登记，每天有近8
吨的鸡蛋从这里运往上海、南京等
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切
实做好防护措施，保证鸡蛋的供应，
养殖场加强对出入车辆、驾驶员以及
工作人员的登记管理和体温监测，做
到每车必登、每人必测。

“菜篮子”一头连着城乡居民的
餐桌，一头连着农户的“钱袋子”。作
为我市的农业大镇以及上海的蔬菜
外延基地，在阻击疫情的关键时期，
许河镇提前动员，广泛宣传，认真部

署，组织广大种养户一手抓疫情的防
控，一手抓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全
力保障农产品的产量质量不受疫情
影响，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需求。东进村农民经纪人崔业桂，他
经营的蔬菜合作社的醒目位置，张贴
着疫情防控的横幅标语。他说：“我
们村的蔬菜供应充足，但是促生产首
先要保安全，村里要求农户们在大棚
里劳作时，也要戴口罩，不聚集，做好
隔离防护。合作社也会提醒销售蔬
菜的村民戴好口罩、分批次前来，并
对前来收购蔬菜的货车进行消毒、登
记，确保疫情防护工作万无一失。”

镇农技中心党支部书记王美江
介绍，现在正是麦田、油菜田防除杂

草，大棚瓜果蔬菜防治病虫害以及畜
禽开展冬春季节防疫的重要时期。
在保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安全的前
提下，许河镇加强线上学习和指导，
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方式，宣传科学
种养技术，及时跟进解决种养户在生
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做到疫情防
控、农业生产两不误。同时，了解掌
握全镇农产品的品种、产量，并将上
级农业部门反馈的各地市场需求信
息，及时提供给相关农民经纪人，既
保证了农产品的销售，又满足了群众
的需要。

在杨河村，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
们来到瓜果蔬菜合作社和禽蛋合作
社，帮助他们测量驾驶员体温、给货

车消毒、搬运蔬菜……有效解决了合
作社货物多、人手不足等问题，确保
农产品能快速装车。防疫形势严峻，
不少地方实行交通管制，造成物流受
阻、开工延迟，如何保证农业生产，确
保农产品出得了村、进得了城，是特
殊时期稳产保供所面临的问题。王
美江说：“各村组织志愿者走村入户，
在宣传防疫知识的同时，主动帮助种
养户和农民经纪人解决遇到的困
难。镇里也千方百计组织货源、帮助
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积极畅通‘绿
色通道’，努力做到原料进得来、产品
卖得出、供应跟得上，坚决守护好百
姓的‘菜篮子’。”

许河镇防疫情保供应守好“菜篮子”

记者 张晨

一只小小的手机，就能参与聚会。日
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线上演出在微信群中
火热开演。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老来
乐艺术团推掉了所有演出，这可憋坏了这
群爱热闹的老年人，于是在众人的策划下
开展了一场线上表演模式的手机视频音乐
会，为大家“解解馋”。

这天下午三时整，成员们按时打开微
信，进入视频群聊模式，手机屏幕被分割成
了一个个小块，每位演员一目了然。众人
热情地打着招呼，拜着晚年，氛围极佳。演
出过程中，所有人按照提前排好的节目表，
依次表演起了准备好的节目，葫芦丝、口
琴、萨克斯等乐器中西合璧，歌曲、舞蹈完
美交融，你方唱罢我登台，表演过程井然有
序，14个节目让长时间宅在家中的老人们
舒展开了筋骨。

老来乐艺术团团长戴荣华表示，这次
线上聚会效果良好，为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
丝欢乐，也为聚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利用这种年轻人群体常用的视频群聊手段
也算是赶了趟时髦，视频模式十分新颖，让
不少第一次这样玩的团员们过足了瘾。”戴
荣华笑着说。

特殊时期云演出
线上聚会欢乐多

姜生林 薛冬云 夏素红

2 月 11 日上午，细雨
霏霏，乍暖还寒。

在头灶镇金康村一片
大白菜地里，10 多位男女
劳力正在紧张有序地忙碌
着，他们有的在摘白菜，有
的在择白菜黄叶，有的在装
袋子，现场井然有序，忙而
不乱。

这批大白菜的主人叫
许成兰，今年 47岁的她是
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却有着
一颗大爱仁心。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她每天都坚持收看疫
情动态新闻，每看一次，她
就揪心一次，她动起了向湖
北疫区捐赠10吨大白菜的
念头。

有知情人劝说她:“现
在大白菜价格这么贵，你一
下子捐这么多，要损失好几
万元钱呢？”

她说:“我虽然是个普
通农民，但是国家有难，也
要尽一份力。这个世上，不
是所有的东西，都能用金钱
来衡量的。”

这之后，许成兰主动给
金康村负责同志打了电话，
后经镇领导联系，我市义工
联承担了此次大白菜的运
送任务。

经过14位村民的共同
忙碌，由许成兰捐赠的 10
吨大白菜，全部装袋完毕，
将于当天下午装载上车，由
市义工联统一组织发往湖
北。

头灶镇金康村村民
10吨白菜驰援湖北

沿海高速东台出入口，人民警察、医务人员、志愿者等，24 小时不间断严格测试过往车辆上人员
的体温，确保安全入境。 张罗宝 摄

记者 丁然 通讯员 徐海琴

2 月 5 日中午，已连续工作 17
天的姜美玲第一次没有在办公室吃
工作餐，匆匆回家吃了口面条，又赶
回办公室处理疫情摸排数据。当
天，是姜美玲50岁生日。她说：“特
殊时期，能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热
乎乎的面已经很满足了。”

自1月21日加入溱东镇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办公室以来，姜美玲负
责数据统计汇总工作，至今没有休
息一天。连续 20多天每天 12小时
以上的高强度工作，让她顾不上节
日团圆。腊月二十九，加班至凌晨，
喝了几口头天早晨剩下的粥；大年
三十万家团圆之夜，在办公室窗外
鞭炮声中核查数据；大年初一，收集
录入汇总数据，设计各类表格，拟写
文件，又至深夜……回忆这个春节，
姜美玲说，自己在心中对家人说了

很多“抱歉”。“但一切都是为了打赢
防疫阻击战，做好数据统计工作才
能为镇村联防联控工作提供有力支
撑。”

溱东镇的湖北返乡人员较多，
防控形势严峻，做好数据统计工作
十分重要。大数据提供信息、村居
上报信息、市指挥部反馈信息……
姜美玲每天需要汇总上百条数据，
逐一电话核实、分析统计、填写报
表，坚持严谨细致开展工作。不仅
想干事、能干事，还要会干事、干
成事。姜美玲面对疫情防控形势，
主动设计一人一档表格，指导各村
登门入户登记，半天内建立档案
200 多份，确保湖北返乡人员登记
一个不漏，一人不少，为包保服务
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姜美玲建议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
镇卫生院防保组联合办公，强化数
据互补性和共享性，实现摸排信息

精准化、管理服务精细化。在联合
办公中，镇统筹协调，将各村上报
的湖北省返乡人员信息，与镇卫生
院防保组汇总的各村卫生室上报
湖北省返乡人员摸排信息进行比
对，共同建立一人一档，确保数据
详实性及包保工作组人员调配科
学性。

守住数据核查“最后一道关”，
每个数据落实到责任人，每张报表
正确率 100%，是姜美玲为全镇摸
排率 100%、300 多名居家医学观
察人员 24 小时有人包保服务交出
的成绩单。除了每天汇总数据，姜
美玲还负责上情下达、统筹协调各
方矛盾、收集发放防疫物资等工
作，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及时核查
解决群众举报和求助。正月初六，
姜美玲自己发烧、腹泻不得不到医
院做检查，排除了“疫情”病毒感
染可能。刚检查完，姜美玲接到一

位居家观察者电话。对方怒气冲
冲质问为什么被列为“居家观察人
员”、凭什么不让外出。耐心解释
好半天，对方仍不理解，姜美玲终
于忍不住流下眼泪。“那一刻想到
自己为能坚持上班吃了 12 片止泻
药，全体同事为了阻击疫情都在加
班加点，还有人不能理解居家隔离
的重要性，就感到特别委屈。”姜
美玲说，“疫情是命令，防控是责
任。我是党员、是工作人员、是战
斗员，再难受也得忍住、扛住，不然
对不起这份责任！”考虑到居家观
察人员的焦躁心情，姜美玲又努力
克制情绪说服安抚，对方最终表示
理解，愿意配合工作。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里，姜美玲和同事们坚
守岗位，用责任和担当默默奉献，为
一方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保
驾护航。

姜美玲：最美战“疫”女汉子

记者 陈美林
通讯员 沈永红

“阿姨，你好，我是村网
格员，你家有没有从疫情
重点区域回来的亲戚朋
友，你不能走访聚餐，在家
好好休息，多喝水，保护自
己同样是保护家人。”这是
三仓镇镇东居委会网格员
潘秋月在她所分工网格里
进行排查的镜头。像这样
的排查，潘秋月每天早中
晚，要走遍全组100多个网
格户排查3次，一天要重复
宣传上百次。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
以来，三仓镇充分发挥网
格员队伍力量，采取扎实
有效的工作举措，号召网
格员全面进入实战状态，
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全镇 31 个村（居），167 个
网格，334 名网格员、220
名平安志愿者立足管辖网
格，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流
动小喇叭、上门排查等方
式，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

1987年出生的潘秋月
是镇东居委会二、五组组
长，网格五的网格员，她积
极配合镇分工干部、村干
部、民警、村医生等履行

“四包一”职责，共同开展
工作，特别是对湖北、浙江
返乡人员进行重点排查，
通过发放防控手册、张贴
通告、一封信、手持高音喇
叭、“网格工作群”等多种
方式宣传防疫工作，强化

舆论引导，提升老百姓的
科学防控意识，使广大群
众不造谣、不信谣、不传
谣。潘秋月还积极协助医
务人员，对网格内疫情重
点区域返乡人员做到每日
两次上门测量体温，观察
状况，做好劝导工作，在村
值守点值守检查，对进村
车辆逐一登记，拉起了一
张联防联控之网。

同时，她还积极做好网
格内居家隔离对象的服务
工作。1 月 23 日，在湖北
武汉工作的王某回村过春
节，得知这一情况后，潘秋
月及时和相关部门同志上
门对该户进行体温测量、
情况咨询和行程登记，对
其进行居家隔离。潘秋月
还主动与该户电话联系，
根据该户列出的生活物资
短缺清单，帮其代购并送
上门，让被隔离人员感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坚定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
心。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
以来，潘秋月排查走访居
民 320 户，累计入户走访
720人次，核查上级交办信
息 14条，发放防疫宣传册
800册，排查湖北返乡和浙
江来村人员 30人次，为居
家隔离人员提供服务 168
次，她以网格员这根“针”
穿起联防联控线，编织好
联控网，为全镇打赢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攻坚战作出了贡献。

一根“针”
穿起联防联控线

一、东台市海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台
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盐城市兴东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台市梁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东台沿海经济区2020-2021年建设
工程测绘服务项目已经相关文件批准建设，
工程所需资金来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
请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
名。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根据国家、省、市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本项目
采取不见面报名及不见面开标的形式进行招
投标。

二、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
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沿海经济区；
（2）服务年限：二年；
（3）各单项工程测绘周期：满足招标人进

度要求；
（4）项目规模：工程投资额约2000万元；
（5）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和现行测绘质量标准。
四、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段，标段划分

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沿海经济区2020-2021年建设工程

测绘服务项目招标，具体实施以政府发文批
准项目为准。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企业具有丙级及以上测绘资质；

2、项目负责人具有工程建设类中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

3、测绘机构应具有与投标项目相对应的
下列测绘业务：

工程测量：包括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
划测量、市政工程测量、建筑工程测量、线路
与桥隧测量、地下管线测量、变形形变与精密
测量等。

4、投标人必须是独立法人单位；
5、投标人以往承接的测绘业务在质量、

市场竞争、合同履约等方面无不良行为；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

法确定二名中标人。
七、招标文件购买方式：
（1）投标申请人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至

2020年 2月19日，采用电汇等不见面形式缴
纳报名费，报名费300元，并注明报名项目名
称（可写简称）。请投标申请人用本单位账户
或本单位正式职工（资格审查中需提供保险
证明资料）银行卡缴纳报名费用，报名时间以
报名费用到账时间为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费用不予退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
人自行承担。

（2）报名收款单位：东台市海滨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台农商行弶港支行
账号：3209192701201000032607
（3）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下载：
在“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下载招标文件

及相关资料。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rA-

HygBNQRuTLhXGfy1UkAQ
提取码：qifo
八、投标文件接受及开标信息：
各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电

子邮件（加密）及投标文件邮寄快递回单扫描
件 （ 须 单 号 清 晰 ） ，发 送 至 邮 箱
913995731@qq.com，并在邮箱中提供投标单
位联系人电话。投标文件接受时间以投标文
件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时间为准，逾期
发送的或者未发送指定邮箱的投标文件，招
标人不予受理。各投标人投标文件发送至邮
箱的时间先后顺序即为投标签到的顺序。

本项目开标采用不见面开标形式，不见
面开标时由监督人员全程监督，并在条件许
可的前提下进行视频直播，邀请所有投标人
观看。如因投标人未提供相关联系方式导致
无法联系等自身原因，未能观看到视频直播
的，不得对开标会议提出异议。

1、投标文件电子邮件接受截止时间：
2020年2月27日9时。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收地点：东台
市北海西路 1号聚府双苑南楼，邮寄方式建
议采用顺丰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受人：杨婷婷
（联系电话：18962035101）

2、不见面开标时间：2020年 2月 27日 9
时30分

2020年2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一、东台市海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台
海之韵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盐城市兴东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东台市梁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东台沿海经济区2020-2021年度市
政、绿化、水利及小型建筑等项目建设检测服
务已经相关文件批准建设，工程所需资金来
源是自筹，现已落实。现邀请合格的潜在投
标人参加本工程的投标报名。

为切实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根据国家、省、市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本项目
采取不见面报名及不见面开标的形式进行招
投标。

二、江苏宏天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
人委托具体负责本工程的招标事宜。

三、项目概况
（1）项目地点：东台沿海经济区；
（2）服务年限：二年；
（3）各单项工程检测周期：根据施工进度

进行。各项目的检测成果报告应在国家规定
的检测期后二天内出具；

（4）项目规模：工程投资额约2000万元；
（5）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省、市关于建筑

工程材料检测标准、强制性标准、设计要求。
四、本招标项目共分一个标段，标段划分

及相应招标内容如下：
东台沿海经济区2020-2021年度市政、

绿化、水利及小型建筑等项目建设检测服务，
具体实施以政府发文批准项目为准。

五、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省级及以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机构资质证书》和《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
测质量备案证书》。

2、检测机构应具有与所投检测内容相对
应的下列检测业务：

①市政工程原材料检测
②其他国家规定必须检测的项目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本项目评标定标办法采用：综合评分

法确定二名中标人。
七、招标文件购买方式：
（1）投标申请人于 2020 年 2 月 13 日至

2020年2月19日，采用电汇等不见面形式缴
纳报名费，报名费300元，并注明报名项目名
称（可写简称）。请投标申请人用本单位账户
或本单位正式职工（资格审查中需提供保险
证明资料）银行卡缴纳报名费用，报名时间以
报名费用到账时间为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费用不予退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
人自行承担。

（2）报名收款单位：东台市海滨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开户行：东台农商行弶港支行
账号：3209192701201000032607
（3）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下载：
在“东台沿海”微信公众号下载招标文件

及相关资料。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1jj-

KQXitvE2fmDQf5mZjPnw
提取码：0afc
八、投标文件接受及开标信息：
各投标人须在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电

子邮件（加密）及投标文件邮寄快递回单扫描
件（ 须 单 号 清 晰 ），发 送 至 邮 箱
913995731@qq.com，并在邮箱中提供投标
单位联系人电话。投标文件接受时间以投标
文件电子邮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时间为准，逾
期发送的或者未发送指定邮箱的投标文件，
招标人不予受理。各投标人投标文件发送至
邮箱的时间先后顺序即为投标签到的顺序。

本项目开标采用不见面开标形式，不见
面开标时由监督人员全程监督，并在条件许
可的前提下进行视频直播，邀请所有投标人
观看。如因投标人未提供相关联系方式导致
无法联系等自身原因，未能观看到视频直播
的，不得对开标会议提出异议。

1、投标文件电子邮件接受截止时间：
2020年2月27日14时30分。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受地点：东台
市北海西路1号聚府双苑南楼，邮寄方式建
议采用顺丰

投标文件纸质资料邮寄接受人：杨婷婷
（联系电话：18962035101）

2、不见面开标时间：2020 年 2 月 27 日
15时

2020年2月13日

东台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资格后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