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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东南风 微风

2020年2月14日 星期五
农历庚子年正月廿一

本报讯 2月13日上午8点，南通
市久正人体工学股份有限公司开工生
产，205名员工上岗。就在前一晚，久正
拿到了市里发出的复工通知，这是启东
经济开发区复工的第59家企业。作为
启东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全市各园区在
疫情防控的特殊阶段，提前介入，靠前
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点燃新一年
经济发展的引擎。

开发区专门成立企业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分成六大片区专门负责辖区内
企业防控工作的宣传、监测、防控、
督查等工作。各个工作组落实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要求，按照门牌号码挨
家挨户做好宣传防控工作，确保全覆

盖、无遗漏。在各级关于企业复工及防
控工作方案出台后，片区通过微信和电
话及时将相关政策要求通知到各企业，
并结合园区实际，下发《关于辖区内企
业复工前和复工后有关工作要求的通
知》，细化为“六个必须”、“五个到位”、

“四个坚持”。
2月13日一早，海工船舶工业园副

主任沈春健将园区5家企业的复工申请
材料报至市企业复工报备现场检查
组。“这些都是200人以上的重点企
业，已通过园区的初审，有望近日复
工。”沈春健说。 此前，海工园区镇党
（工）委班子成员实地走访中远海运海
工、东方寰宇、宏强重工、连兴港造船、

希士水泥等企业，深入分析研判企业复
工复产及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加强对企
业复工复产指导，辅导、服务企业尽快
按规定复工复产，确保疫情防控与恢复
生产两不误。

针对吕四紫菜加工企业季节性强、
本地工多的特点，吕四港区镇经发局在
确保防疫措施要求不减的前提下，优先
为紫菜加工企业复工，共复工24家紫
菜加工企业，复工总人数460人。对
电动工具行业的复工，经发局根据市
里的复工方案，对用地3亩以下的企业
暂不受理申请。优先对管理好、措施
实、隔离设施符合标准的企业进行审
核，共有11家工业企业已恢复生产。这

11家全部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总
人数801人。

2月12日，位于高新区的江苏利恒
幕墙科技有限公司实现复工，这是2月
10日后园区首家在相关流程指导下实现
复工的企业。复工前，高新区主要领导多
次到企业进行疫情防控和复工指导。目
前，园区共有5家企业复工，60多家企业
申请复工，其中基本达到复工条件的有
40多家。高新区明确，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是复工企业生产的底线，也是高新区必
须严守的红线，区镇疫情防控工作组坚
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协助企业复
工，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
（融媒体记者 范存娟 通讯员 徐健）

“主战场”响起“引擎声”
全市各园区靠前服务助推企业复工

市领导调研
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 2月13日下午，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万平，分赴汇龙
镇、惠萍镇、海工园、高新区等地调研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

“今天企业有多少员工返岗”“采取了哪些防控措
施”“企业复工后还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在拜耳
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杨万平详细了解企业复工达产情
况。他强调，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一着不让做好
各项防控措施，坚持内控和外防并举，确保企业有条
不紊走上生产正轨。

在江苏奥星服装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杨万平
边察看企业生产情况，边询问生产安排、防疫物资、员
工就餐等落实情况，对奥星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两手抓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奥星服装在
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如遇困难
和矛盾可以找相关部门协调解决。

杨万平还调研了东华服饰、南化仪表、振华重
工、利恒幕墙等企业。他要求，各企业要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
营。相关单位要与企业密切沟通对接，帮助企业解
决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保障企业安
心复工、放心生产。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朱碧石）

融媒体记者 陈小菊 陈和兴 韩银平

2月13日中午11点，一辆褐色商务
车缓缓从沪陕高速小海路口驶出。“我们
昨天6点离开武汉，因大雾在高速上等了
一夜，从武汉回到家整整花了17小时。”
先后从商务车上走下来的施帅吉、谢春
林说。交谈间，汇龙镇、高新区（近海镇）
的两名工作人员献上鲜花，欢迎勇士平
安回家。随后，两人分乘所在镇政府安排
的“专车”，来到安排好的隔离点，进行为
期14天的隔离。

12点35分，高新区玉子酒店大门，
一条“热烈欢迎援建‘雷神山’医院英
雄平安凯旋”的横幅惹人注目。早已等
候在此的医务人员立马对他们进行登记
和体温测量，工作人员还送上热气腾腾
的饭菜。

施帅吉、谢春林是中建八局一公司
的水电通风系统安装工。2月6日，两人
与其他4位同事前往武汉，参与雷神山医
院的水电通风系统建设，12日圆满完成
任务。

施帅吉：6个人的“豪情”约定
“现在我最想做的就是好好洗个澡，

再睡上一觉。”施帅吉声音沙哑。施帅吉
在雷神山医院已经连续奋战6天了。“我
们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安装水电通风系
统，经常十七八个小时不合眼，抽空就打
个盹。”每遇饭点，大家也不会离开工地，
就坐在施工设备上吃盒饭。有的工友实
在累极了，就地坐下小憩片刻，即使地面
潮湿，也毫不在意。

“刚来的时候，大家也有点怕。出发
时，母亲拉着我的手，眼里噙满泪水。去武
汉的路上，我们6个人共同‘约定’：若有
人这次不幸染病离世，那么，他的家人就
由平安回来的人照顾。但到了那里，大家
全力奋战，一心想着加快安装速度，也顾

不上担心了。”施帅吉说，大家珍惜每一分
每一秒，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能早一点让
更多的病人得到规范的治疗。

谢春林：瞒着家人参建“雷神山”
2月5日晚，谢春林在睡梦中接到

公司指令，没有多想，便一口应诺。收
拾行装时，他开始纠结，要不要将此次
行程告知家人。“雷神山是一定要去
的，告诉家人只会让他们白白担心。”
于是他未与家人明说，只身前往南京与
队友会合。2月6日，谢春林一行抵达
雷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未停片刻，便投入
到紧张的施工中。

早6：30集合，晚12：00结束工作，连
续六天，每天十七个半小时的常规作业，
谢春林满脸疲惫，却难掩骄傲。他说，虽

然只是雷神山医院建设者中最普通的一
员，但却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建设奇迹，感
到无比自豪。7.9万平方米的建筑工地，
几千人的施工现场，每天机械轰鸣，人头
攒动，但有条不紊。快到极致的施工节
奏，让雷神山医院工地一天一个样。“这
是我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的大场面，太
难忘了。”

既要日夜兼程赶工期，又要一丝不
苟保质量，每一支施工队伍都在不断刷
新建设进度。谢春林所在的施工队本来
重点负责医院A病区给排水、电气及通
风系统安装的。但这次，他们突破了工
种，哪里需要就在那里上。“基本上能做
的都做，即使技术不对口，也可以在旁边
帮个忙，搭把手。”

启东中远海运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
刚从外地回来的员工实行隔离观察，上岗
员工一律佩戴口罩做好安全防护，确保复
工生产与疫情防控两不误、两促进。图为
生产现场。 融媒体记者 郁卫兵摄

当前，既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又要把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降
到最低，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这是摆在全市上下面前的重大任务。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市委市
政府快速反应、周密部署，精准施策、科
学防治，我市已连续10多天无新增确诊
病例，疫情防控工作呈现趋稳向好态势，
疫情防控人民战争已初见成效。但我们
要清醒地看到，我市疫情防控面临着企
业复工复产、人员错峰流动等新问题新
挑战。“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关键之时，任何轻视短视、马虎大
意、疏忽闪失、喘息歇脚，都可能让已有
的战果缩水甚至前功尽弃。全市各地各

部门要精准把握疫情发展的特点变化，
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控措施，将疫情防控
攻坚战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最终目的
是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如果疫
情防控措施不到位，抓生产也将无法得
到安全保障。企业是经济运行中最活跃
的主体，也是疫情冲击下需要严密防控
的领域。全市各地各部门必须在做好防
控前提下，积极推动企业平稳有序复工
复产，着力打好总体战。

复工复产要把疫情风险防控住。安
全防控、风险防控是有序恢复生产的前
提和条件。这条底线必须守牢，不能麻痹
大意、掉以轻心，也不能心存侥幸、松懈

松劲。越是在疫情防控形势趋好的时候，
越要绷紧安全防控这根弦。企业复工复
产不可避免会带来较大的人员流动和聚
集。必须坚持疫情防控优先原则，压紧压
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层层明责尽责，层
层传导压力；要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实行
精细组织、精准作业，织密织紧防控网，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在管控措施不
到位的情况下仓促复工复产，在疫情扩
散风险犹存时妄然而动，都可能干扰防
控工作大局，必将会付出更大代价。

复工复产要把工作重心下移。有力
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是当前工作的
又一战场，是摆在各地各部门面前的重
要考题。要坚持力量下沉、重心下移，把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为身入、心入服
务企业的主要抓手，通过派出工作组、
派驻指导员、结对联系等方式，点对点
指导督促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把潜
在的隐患想得更周全，把各项防控措施
做得更周密，全力帮助解决运输物流、
企业用工、政策落实等现实困难，把党
和政府的关心送到企业心坎，确保防控
措施到位、恢复生产有序，让企业“轻装
上阵”、快马加鞭。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
产，既是一个整体，又有所侧重。我们一
定要坚持辩证思维，统筹兼顾、精准施
策，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双胜利。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恢复生产双胜利
◇本报评论员

我市参建雷神山医院的两勇士昨凯旋——

6天不眠不休创造“火雷速度”

焊花热舞

本报讯 2 月 13 日下
午，南通市政协主席黄巍
东、副市长赵闻斌按照南通
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来
启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工作，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最新指示精神，按
照中央、省和南通市的部署
要求，落实落细疫情防控措
施，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我市领导王晓斌、孙建
忠、高广军参加活动。

在韩华新能源（启东）
有限公司，自动生产线正开
足马力生产。由于生产需
要，春节期间韩华九成员
工未离启，目前已全部到
岗生产。黄巍东指出，企
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抓细抓实各项防控措施，
将防控工作细致到生产的
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
序、每一个员工。企业中
的共产党员要带头严格遵
守各项防疫要求，在复工
复产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确保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启东乾朔电子有限公
司目前在岗员工430名，早
在正月初三起，企业就落
实各项防控措施，实行封
闭式管理。为保障顺利复
工，乾朔电子腾出4栋宿舍
楼，专门用于近期返启员
工隔离。在接受测温、消
毒后，黄巍东进入企业询
问疫情防控、组织生产等情
况。“看到你们在扎实做好
防控的同时，积极复工复
产，我们就放心了。”黄巍东
嘱咐企业要继续以最严格
的防控标准积极组织生产，
逐步恢复产能，助推启东经
济社会发展。

在调研途中，市委书记
王晓斌汇报了我市企业复
工复产工作。王晓斌说，在
南通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启东坚持防疫标准不
降低、要求不松懈，精准施
策、统筹协调，严格把好复
工复产方案关、人员组织
关、健康排查关、场所防疫
关和安全生产关，科学处理
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
关系，及时妥善解决各类矛
盾和问题，强化责任落实，
确保安全开工，有力有序有
效推动复工复产。黄巍东对
我市积极有效推动企业复
工复产的做法给予充分肯
定。他说，启东市委、市政府
及早谋划、积极应对，分类
指导、务实创新，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切实

可行措施，有力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黄巍东强调，
启东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最新指示精神，按
照中央、省和南通市的部署要求，落细落实各项疫情
防控措施，积极推动企业平稳有序复工复产。广大党
员干部要主动深入企业指导服务复工复产，坚持在防
疫一线检验工作作风、到基层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确
保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施陆炜 王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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