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春柳 朱俊俊

春节，在千家万户团圆之时，总
有一些人，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守候着万家灯火。记者记
录下了他们忙碌的身影，让我们为
春节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点赞。

交警：所有警力上路执勤
大年初五下午，在市区惠阳路

人民路路口，2辆轿车发生碰擦。10
分钟左右，交警赶到事发地，勘查处
理事故现场。“新春期间，市民走亲
访友频繁，交通事故也有所增多，特
别是各类小擦小碰。”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城区一中队民警黎晗介绍。

春节期间，交警大队最大限度
地把警力和装备投入到路面上，抽
调机关所有警力上路执勤，充实一
线力量。在各个主要路口设置执勤
点，进行交通疏导，特别是加强城区
车流量较大的人民路、民乐路、公园
路、江海路等路段的警力，有效地提
高了城区道路的通行能力。

同时，交通引导屏上滚动播报
重点路段交通流预判和分流绕行的
公告、事故多发路段提醒，以及安全
出行的提示。调整城区道路交通事
故接处警轮值制度，方便路面执勤
民警就近快速处理轻微交通事故，
确保道路通畅无阻。

环卫：清理各类垃圾1533吨
大年初二早上7点半，天气晴

好。江海路上，环卫工人赵雪萍正在
路西侧商铺前由北往南打扫卫生。
她告诉记者，凌晨4点半来到路段

开始清扫。“春节期间生活垃圾比平时多，尤其是沿街的商铺
前，瓜皮果壳、鞭炮碎屑等较多，清扫完路面后她还要擦拭果
壳箱。”赵雪萍笑着说。今年是她当环卫工人的第15个年头，
春节上班已成习惯。

春节期间，市环卫处制订了环境卫生保障方案、严格作
业标准，市区900多名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为不影响日常作
息安排，除了除夕当天提前了下班时间，整个春节未对保洁
人员和保洁时间进行特别的调整。

据市环卫处副主任茅姚飞介绍，考虑到节日垃圾增多的
情况，每天下午垃圾清运车辆对城区垃圾进行二次清运，并
加大对沿路的垃圾箱、菜场、社区等处的清扫保洁力度。在人
民路、公园路等主干道、人流密集场所，各环卫所还加强巡
逻，发现垃圾增多及时增加保洁人员，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清
除垃圾，保障市容环境卫生。据统计，从大年三十到年初五，
市区共清理各类垃圾1533吨。

供水：随时待命排除故障
大年初五下午2点，市自来水公司抢修人员陆涛接到报

修电话称，长龙怡福苑11号楼和31号楼均出现楼道总管破
裂的情况。陆涛和队友迅速赶往现场，经过2个小时的紧张处
理，恢复了楼道住户的正常供水。“保障市民用水是我们的职
责所在。”陆涛说，今年春节由于天气转暖，抢修任务较去年
要少一些，但依然随时待命，用最快速度排除供水故障。

据了解，春节前，市自来水公司对供水管道进行了全面
检查和大检修。春节期间，公司加强对生产设施、电气设备、
供水设施等巡查，及时消除隐患，遇到紧急情况迅速进行处
理和汇报。此外，全面启动节日保障方案，强化爆管抢修等应
急措施。组建应急抢修队，增加抢修人员，提前备足各种抢修
急需材料和设备，确保能够及时处理突发供水事件。为了保
证春节期间全市市民正常用水，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坚
持24小时值班制度，接听、受理用户的来电。

供气：保障市民用气安全
大年初六一大早，华润燃气公司抢修人员沈天柱就赶往

南苑新村，为居民维修接口漏气故障。“保证市民春节用气安
全是我们的职责，一接到维修电话，我们都是第一时间赶到
现场。”沈天柱说。

春节期间是居民用气的一个高峰期，为确保市民用气安
全，华润燃气公司多渠道进行燃气安全知识宣传。对市区多
条陈旧老化的燃气管道进行更新改造，对管线及燃气输配设
施进行无死角的全面检查，消除燃气设施存在的安全隐患。
所有一线操作岗位做好燃气设备防冻维护及应急保供工作，
加强调压站、阀门等重要场站、设备的运行管理，确保各类供
气设备处于完好的工作状态。

今年春节期间，华润燃气公司供气充足、安全。“春节期
间，华润燃气公司共接听电话60多个，外出维修20多次，每
日进行供气预测，时刻准备处置突发故障。”华润燃气抢修队
工作人员朱张华介绍。

本报记者 李朱雳

【项目概况】
●村卫生室药品目录增补不少于

150种。
●推进医养结合型改造，大兴分

院、民主分院共新增养老床位200张。
【解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取消以

药养医，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
展。市委十三届四次全扩会明确，要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
老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大力发展居
家养老。

今年，市委、市政府以共享均等化
公共服务为追求，打造民生幸福新高
地。作为公共服务的重中之重，医疗惠

民建设被列为10大民生实事项目加速
推进。通过对村卫生室药品目录增补不
少于150种，更好地满足群众基本用药
要求；建立集养老、医疗、护理康复、临
终关怀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机构，为老年
人提供“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好场
所，进一步完善我市社会服务体系。

2014年 6月，我市被确定为江苏
省深化医改先行先试县市，2016年 4
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县级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示范县。三年多来，
我市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减轻群众看病
就医负担；改革人事薪酬分配制度，提
高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引导群众合理有序就医；深化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当好群众健康“守门
人”……一系列医改措施健全了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了医疗服务网

络，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试点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在当前新医改形势下，一方面为促
进双向转诊，兼顾基层卫生服务站和上
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另一方面针对群
众反映的国家基本药物的目录药品少，
不能完全适应部分慢性病常见病日益
提高的用药需求的这种情况，市卫计委
将增加村卫生服务站的基本用药目录，
结合实际，完善现有目录，将部分价廉
质优的省基本药物目录内的慢性病用
药增补至村卫生室用药目录，目录内药
品不少于150种，确保群众用药需求。
根据计划，一季度完成目录制定，二季
度试点推行，三季度全面实施，四季度
所有卫生室配备使用。

医养结合与传统的养老模式相比，
让老年人能享受无缝隙衔接医疗服务

和医保政策，让养老床位的功能得到极
大的提升。依托公立医院的强大医疗支
撑，将医疗、康复、护理等在医院才
能享有的医疗和护理服务纳入日常工
作范围。医生在养老院进行巡查，对
有老年性疾病、特殊病情的老年人进
行重点监测和诊治。医养结合对老年
人照顾更加全面。让老年人体验更加
细致、温馨的全托护理和生活照护。
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将生活照护、临
床护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老年人
身体健康，晚年幸福。市卫计委将进
一步加大推进医养结合型改造力度，
大兴分院、民主分院将新增养老床位
200张，第一季度落实财政资金，做好
前期准备工作，二季度完成招投标并开
工建设，三季度完成工程建设，四季度
完成设备采购。

本报记者 黄燕鸣 郁卫兵

又是一届盛会时。2月20日，第十
九届中国·启东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如
期举行，众多国内外品牌倾力加盟，数
万人争相涌入，场内外近1000个展位
被挤得满满当当，再次彰显了这个行业
盛会的魅力。

强强联合抱团发展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

推动电动工具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强
强联合抱团发展成了广大企业的首选。

走进展厅，位于展厅门口附近的
江苏新百联五金机电连锁尤为引人注
目。诺大的展台内，电动工具、气动
工具、焊接器械、园林机械、激光设
备等产品应有尽有。“受国际国内市场
环境影响，电动工具企业相继抱团、强

强联合，抢占市场。”公司现场负责人夏
小强介绍。成立于2017年5月份的新
百联，已经整合了全国21个省市的批
发零售商。“通过参展，希望与全国各地
的生产厂家、批发零售商加强联络，进
一步扩大企业规模，让新百联品牌成为
行业内用户最信赖、最认可的品牌。”夏
小强踌躇满志。

在展台的另一侧，大剑五金机电连
锁也吸引了广大同行的高度关注。“国
内的五金机电行业，基本上都集中在江
苏和浙江两个地方。”公司董事长吴文
学介绍。2014年，通过整合江苏、浙江
两省的五金机电行业的翘首，进一步扩
散至广东、重庆等地，大剑五金机电连
锁应运而生。经过多年的发展，大剑五
金机电已经在全国21个省市设立了直
营办事处或加盟店，产品种类达8大

类、数千种。“希望进一步借助江苏、浙
江两地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实现跨
越发展。”吴文学表示。

外来企业占了一半
随着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在业内

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外地企业参展比例
逐年递增，今年交易会外地参展企业达
半数。

展会现场，重庆神驰通用进出口有
限公司的展区内聚集了众多客商，各式
发电机一应俱全，销售人员忙着向客商
介绍产品性能。“这是第4次来启参加
交易会，交易会让我们展示了产品的优
势所在。”公司总经理唐良鑫介绍。作
为一家进出口企业，神驰公司一直在重
庆致力于机电产品的进出口贸易。近年
来，公司逐步向国内市场进军，在泰州
设立了分厂，公司研发的发电机定转设

备一直保持行业领先。“启东的电动工
具产业基础雄厚、企业众多，未来我们
还考虑扎根启东、依托企业，进一步发
展壮大。”

浙江优力特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展
位不是很大，但是人气却不逊于其他展
位，几名工作人员忙着分发资料、名片，介
绍公司产品。公司总经理高项云说：“今年
是第一次来启参加交易会，感觉天汾的
五金交易会很火爆。”优力特主要生产电
钻、电锤、角磨机等设备，而启东的五金经
销商遍及全国，优势明显，希望借交易会
这个平台，宣传推广公司的新产品。“就是
展馆小了点，我们的展位不够大，不能全
方位宣传展示产品。”高项云笑道。

高科技产品惹人注目
本次五金盛会，让客商们印象深刻

的是，各大参展企业纷纷亮出了自己的
“看家宝贝”，尤其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
产品。

在江苏唐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
展区内，一款小小的电动工具吸引了大
家的目光。“这是我们今年新推出的磁
组无刷电动工具，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
了广大客户的喜爱。”公司负责人唐水
涛介绍。唐成公司与浙江大学创新技术
研究院合作，开展磁组无刷电机设备研
究，经过两年半的反复试验，终于在年
前完成，该产品具备高效、安全、耐久等
特点，工作效率是普通工具的3倍，耐
用寿命是普通工具的10倍。“这不，新
出炉的产品就第一时间参加交易会，希
望得到广大客户的认可。”唐水涛说。

在南通博力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的
展位前，都是激光设备，一款迷你3D激
光设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公司生产
的激光水平仪台数占全世界的80%。这
款迷你3D激光水平仪，品质高、更耐
用。”公司现场负责人高长发介绍，“我
们还作出了‘半年内坏
一个灯管，就送88.88
元红包’的承诺”，没有
对产品质量的充分自
信，我们可不敢作这样
的保证。

本报讯 2月20日，大年初五，第
十九届中国·启东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
在天汾国际电动工具商贸城举行。中国
电器工业协会电动工具分会理事长、上
海电动工具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建刚，市领导石光辉、高广军、宋
逵等察看了交易会现场。

中国·启东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已
经成功举办了18届，规模不断扩大，吸
引了众多国内外知名客商参会参展，已
成为五金行业特别是电动工具行业最
有效的展会之一，深受五金业内人士的
关注和好评。第十八届交易会期间，参
观人数逾6万人次，达成意向成交金额
55亿元。本届交易会设标准展位630

个，配件区展位100个，门市400个，汇
集了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全国各地
600多客商参加了交易会，开幕当天
入场人次超过2万。展品范围涵盖工
具五金、焊接切割、机械设备、机电产品
四大类。

经过18年的精心培育，天汾科技
五金交易会在业内影响力日益增强，外
地企业参展比例逐年递增，今年交易会
50%参展企业为外地企业。除了本地的
东成、国强等电动工具龙头企业外，还
吸引了日本“牧田”、德国“博世”等世界
知名电动工具企业参加。

于建刚一行来到展馆，向参展企业
详细询问参展电动工具的功能、技术优

势和市场前景等。江苏盛强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专业生产静音无油空压机，产品
具有噪音低、无污染等特点，市场反响
好，目前公司每月销售2万台。于建刚
勉励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度，做
精做强产品，进一步打响品牌。

随后，于建刚一行还饶有兴致地走
进商贸城附近的江苏东成电动工具有
限公司。新春伊始，公司已投入紧张忙
碌的生产。作为我市电动工具行业的龙
头企业，东成公司2017年生产和销售
业绩再攀新高，实现销售收入32.7亿
元，其中国内销售28亿元，在加快自身
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整个区域电动工具
产业的发展。于建刚勉励企业引进国际

先进的管理模式，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形成并保持启
东电动工具的核心竞争力。

在天汾电动工具服务中心，于建刚
了解了我市电动工具发展历程、参观了
电动工具检测中心。经过40多年的发
展，我市电动工具行业从最初走街串巷
的修锁、配钥匙，逐步发展成为全国知
名的电动工具品牌基地。于建刚对启东
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电动工
具行业的发展表示赞赏，希望启东进一
步加大扶持力度，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完善服务保障，整合资源优势，将启东
的电动工具产业打造成为标杆产业。

（黄燕鸣）

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开幕
全国各地600多客商参展，首日入场逾2万人次

尽享“五金盛宴”
——第十九届中国·启东天汾科技五金交易会侧记

守护健康为百姓
——解读2018年民生实事·卫生惠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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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迎来节后
返程客流高峰
昨日发送旅客1万多人次

本报讯 2月21日，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市迎来节后
客流高峰。据了解，当天市汽车客运站共发送旅客1万多人次。

春节长假接近尾声，高校陆续开学，大批外出务工人员
纷纷返岗，市汽车客运站客流骤增。当天上午，记者在客运站
看到，不少乘客提着大包小包行李，把车站门口和候车室挤
得满满当当。在各售票窗口前，前来咨询的旅客络绎不绝，等
候买票的旅客排起了四五米长队。

自大年初四以来，我市返程客流持续增长，旅客以学生流、
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主要流向苏锡常及上海等长三角地区。客
运站开放了5个售票窗口和4个自助售取票机来应对旅客购票，
客流最为集中的苏锡常及长三角地区增加了52个班次。

为保障市民春节期间的往返安全，市汽车客运站未雨绸
缪，严把春运驾驶员资质关，238名参加春运的驾驶员全部通
过了资格审核。同时，对参加春运的车辆各安全部件、安全设
施设备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检查。 （朱雨杭 顾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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