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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本报讯 2月19日清晨，启东中远
海运海工码头，伴随着清脆有力的汽笛
声，12000DWT顶推组合体驳船“益驳
307”轮，在拖轮的带动下缓缓离开码头，
迎着朝阳驶向上海中远海运重工码头，
与2月13日交付的“益驳306”轮汇合，
等待半潜船装载后运往几内亚，参与中
铝几内亚铝矿项目的运输。

不远处的码头滑道上，N999浮式生
产储卸油船正在生活区分段总组吊装，
后续还将进行装配、电焊等工序。在组立
工场，机器轰鸣、焊花四射，M019、
M012等模块正在加紧制作。“现在订单
饱满，工期吃紧，公司所有人都在紧张工

作。”启东中远海运海工公司项目管理部
总调度陆新华介绍，春节后复工以来，在
市委、市政府和海工园区的帮助下，每日
返岗人员增加100人左右，目前能满足八
成用工需求，后续随着相关项目开工，用
工需求量将持续放大，公司边严防疫情边
创新管理，工人们都在拼时间抢效率。

“企业有条件复工复产，我们无条件
服务。”海工园经发局副局长朱慧华表
示，园区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
础上，各部门抓紧细化落实各项惠企政
策，帮助企业解决用工、资金、物资等一系
列难题，安排有经验的干部沉入企业“驻
点”服务，通过“点对点”接运员工、开通企

业复工绿色通道等，快速高效帮助企业尽
快恢复产能。东华服装由于工期紧张，急
于复工，园区专门组织经发、安监、市管等
部门现场指导多方协调，为企业解决口罩
等防疫物资，加速企业产能释放。截至20
日晚，海工园（寅阳镇）有 84 家企业复工
复产，复工人数4416人，其中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32家，规上企业复工率达97%。

振华重工启东基地，JSD6000深水
起重铺管船冲砂、涂装、船坞装焊、分段建
造、主发电机基座的装焊作业等工序正抓
紧推进。“现在复工的员工有800多，但人
手仍然不足。”振华重工启东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企业落实防控措施，让员工安

全、有序地重回岗位，尽快投入生产。目
前，公司1200吨插桩式抢险打捞工程
船、4500方/时绞吸式挖泥船、3500方/
时绞吸式挖泥船、2500T坐底式海上风
电安装平台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海工园项目服务一刻不停，为中远打
砂涂装房、振华海上风电及海工钢结构制
造等项目，办理相关手续，解决企业进出厂
区道路问题，做足开工前各项准备工作。目
前，中远打砂涂装房项目已进入桩基工程
收尾阶段，中远模块制造车间项目已进入
钢结构网架吊装阶段，振华海上风电及海
工钢结构制造项目已进入基础沉台工程建
设阶段。（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宋东炜）

海工园（寅阳镇）干部沉入企业“驻点”服务

规上企业复工率达97%

本报讯 2月20日，江苏泰林建设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暹为公司37名
云南陆良籍员工，预订了2月21日早上
7点30分昆明飞往南通的航班。如果顺
利，这批员工将于21日下午返启，按规
定隔离后即可上岗。“多亏了市住建局的
协调，这批外地员工才得以按计划出
行。”陈暹说。

2月18日下午4点，市住建局局长
朱海荣接到江苏泰林建设有限公司的求
助信息，该公司有37名云南曲靖陆良籍
员工，因疫情防控交通管制，无法及时返
启上岗，希望住建局帮助协调解决。

据了解，江苏泰林建设有限公司是
一家上市企业，承担着本市建筑市场
60%以上的桩基供给任务，企业已于19
日拿到复工通知。该批人员都是管桩生
产一线工人，如果不到岗，企业将无法正
常复工，从而影响全市整个建筑市场的
复工复产。

市住建局接到求助后，下属的新型建
筑材料节能发展中心立即着手了解情况。
原来，这批务工人员所在的地方位于云南
丘陵地带，离云南昆明长水机场有200多
公里，因为疫情防控，当地高速全天限制
大巴车辆通行，而包车又难以落实解决，

所以这些工人如何从住地到机场是一个
问题。同时，务工人员居住地相距甚远，难
以在短时间内召集，又是一个问题。

市新型建筑材料节能发展中心主任
范义芳通过几番查询114电话，在当天
下午快下班时，最终和云南省曲靖市陆
良县政府办取得了联系。2月19日上午，
市住建局起草发函至陆良县政府办公
室，请求帮助协调解决该批陆良籍务工
人员的出行返程大巴车事宜。

此后，又经过多次电话沟通，陆良县
政府于2月19日中午紧急召开专题会
议，就此事进行部署，并决定由该县交通

局、人社局落实专人负责运输车辆和人
员接送等相关工作。此后，市新型建筑
材料节能发展中心多次电话联系陆良县
人社局就业中心和交通局办公室，协商
相关细节，最终，由陆良县人社局确定人
员接送地点、时间，由县交通局落实2辆
大巴车。20日晚11点，这批人员将在人
数较多的小北山村村口集中，乘坐大巴
去机场。21日早上搭乘7点30分的昆明
飞南通的航班，预计中午11点到达南通
机场。到时，住建部门和企业方到机场将
这批员工接至启东。

（融媒体记者 范存娟）

一次跨越千里的协调
市住建局化解泰林建设外地员工“返岗难”问题

我市五金店、日用百货店、
理发店等商家昨恢复营业

防控措施严格
经营安全有序
本报讯 2月20日起，我市五金、日用百货、理

发等门店恢复营业。为保证员工和顾客的安全，商
家们都严格做好防疫措施。

伟杰弥雅美容美发连锁店选择为市人民医院
的医务人员提供免费理发服务。“疫情来袭，广大医
务人员不顾安危冲在第一线，舍小家保大家。作为
服务性行业，我们也该为社会做点贡献，一起抗击
疫情。”连锁店总经理马惠红说，“恢复营业后，我们
店严格做好防控措施，要求员工戴口罩和手套，店
内一天3次消毒，进店消费的顾客必须戴口罩。”

走进江海路上的践新五金店，老板施践新正
在对柜面消毒。“我店鼓励顾客通过微信、支付宝
等支付，减少接触。”施践新还特意在门口放了一
张临时柜台，顾客购物无需进店，而是由店主拿出
货物。“这样做，累是累了一点，但可以减少相互感
染的风险。”

在长兴街做百货生意的郁菊红格外高兴。“企业
复工后，很多老客户一直催着叫我送货，但是门店不
允许经营，我也没有办法。”郁菊红说，19日下午在朋
友圈里看到小百货店恢复经营的消息，第二天一早
她就和丈夫开门营业了。在做生意的同时，她不间断
对店内物品消毒，严格把控进店人流，进店顾客都要
佩戴口罩。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朱碧石）

22 月月 2020 日日，，吕四港镇吕复村的农民操吕四港镇吕复村的农民操
作农机作农机，，给连片小麦喷洒农药给连片小麦喷洒农药。。

人勤春来早人勤春来早。。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眼下正值春耕备耕关键
时节时节，，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各地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截至截至22月月2020
日日，，全市已出动农机全市已出动农机940940台台，，助力疫情防控助力疫情防控
和春管春种和春管春种。。 融媒体记者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叶娟摄

本报讯 2月20日上午，市委书记王
晓斌率队深入企业生产一线、重点城建工
程等现场，调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
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按照中央、省和南通市的最新部署，落
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加强服务协
调，提供保障支持，全力加快复工复产，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胜
利。市领导龚心明、袁圣菊、高广军、佘德
华参加活动。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已到岗工人180人，基本恢复产能。“企业
生产情况如何？还有什么困难？”王晓斌关
切询问，针对企业负责人提出的原材料外
地提取困难的问题，王晓斌要求发改委、
汇龙镇通过派专车前往提取等办法予以
解决。王晓斌叮嘱企业，现阶段一定要在
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加强内部管
理，精心组织生产，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加
快生产进度，全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在
启东吉莱电子有限公司，王晓斌查看了生

产车间，了解到企业今年订单充足，较去
年增长近30%，预计全年销售达2亿元。
王晓斌叮嘱企业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
劲，全力克服疫情影响，科学组织生产，努
力向产品和市场要效率、要效益。王晓斌
要求，相关区镇和部门要密切关注企业动
态，加强服务协调，提供保障支持，第一时
间解决企业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全力
支持企业有力有序复工复产。

时下正是春耕好时节，农业的复工复
产迫在眉睫。位于科创园的金和食品是一
家生产海苔的农业食品加工企业，产品内
外销形势喜人，公司外贸订单未受疫情影
响，不减反增，目前生产线已满负荷运转。
王晓斌对此表示满意，希望企业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同时，把握良好发展机遇，全力
抓好生产组织，创新经营理念，积极开拓
市场，不断打响品牌。位于南阳镇的禾盛
农资连锁有限公司13日正式营业，营业
后每天向全市105家农资定点单位和数
十家种田大户配货。目前，禾盛农资已备
有各类农药289吨，化肥1563吨，农用薄

膜56吨，基本满足当前春耕物资需求。王
晓斌强调，当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
春耕生产来不得半点延后，更离不开农资
供给。希望企业着眼群众春耕需求，提供
高质量农资产品和优质服务，借助平台，
打响品牌，赢得群众口碑，真正将服务群
众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市农业农村局、
供销社要梳理调查全市种植大户的产销
情况，全力保障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供
应，想法设法解决农产品出路问题。要加强
农业执法检查，规范管理农资经营主体，严
厉打击非法经营，支持规范化、有信誉的农
资企业正常经营，保障市场秩序稳定。

阳光明媚的春日，头兴港滨河公园空
气清新、景色怡人，公园河东南区建设接
近尾声，工人们正在进行扫尾工程。王晓
斌指出，头兴港滨河公园是城市重要民生
工程，要高标准、快速度组织施工，公园基
础配套要体现人性化设计，方便市民休
闲，已建成的部分要精心维护，打造精品，
全力提升城市品质。文体中心是我市重点
城建项目，项目承建方正在积极组织施

工，管理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中心绿化、道
路工程即将复工开建。王晓斌强调，蝶湖
片区是新城区的标志工程，也是启东展示
形象的窗口，要高水平设计、高标准施工，
确保工程质量，实现安全生产，打造精品
工程。由于文体中心大剧院内装施工外地
员工占多数，人员返岗滞后，王晓斌要求
企业方精准研判，分类施策，科学组织人
员力量，采取“点对点”包车、专车接送等不
同方式将员工接驳来启，尽早到岗复工。王
晓斌要求，市住建部门要排摸全市建筑工
地复工复产情况，进一步靠前服务，及时梳
理帮助解决用工、原材料等问题，全力推动
各类项目应开尽开、早日复工。

连日来，我市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的部分经营场所正逐步恢复营业，长龙
街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王晓斌与预包装
食品店店主亲切交谈，叮嘱他们要按照疫
情防控要求，做好消毒、戴口罩等防护工
作，确保安全经营，同时加强物资调度，全
力保障市场供应。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潘杨 施陆炜）

市领导调研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
强调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要求，全力加快复工复产

春耕
正当时

今起实行电子
通行证管理制度

本市居民进出居住地须接
受查验和指挥

本报讯 2月19日，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获悉，自2月21日零时起，全市全面
实行电子通行证管理制度。

据了解，电子通行证是市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防控指挥部指定的居民进出其主要居住地的通行
证件，该证件由启东市公安局发布供启东市居民
在线办理，居民进出居住地必须按规定出示存储
在手机上的电子通行证，接受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查验和指挥。没有智能手机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
持原有纸质通行证通行，并在规定期限内逐步过
渡到使用电子通行证纸质版。

推广使用电子通行证，既是服务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精准统计流动人口的现实需要，也是适应
小区有序管理要求、防止疫情输入的有效举措。市
民可通过关注“启东公安微警务”微信公众号进行
注册，填写上传本人真实的身份及照片信息，经自
动验证后生成电子通行证。一张身份证、一个手机
号码只能申请一张电子通行证。

电子通行证根据本人填报的主要居住地生
成，办证人必须如实填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完
整性，填报虚假信息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或有其
它违法犯罪行为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通行证
仅限本人在疫情防控期间使用。 （季则）

统筹抓好当前农村疫情防
控和“三农”重点工作会议召开

两手抓两手硬
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讯 2月20日下午，全市统筹抓好当前农

村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学
习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精神，研究
部署下阶段做好“三农”工作的思路举措。市委副
书记杨中坚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袁圣菊作工
作部署。

会议要求，要抓紧抓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工作，毫不放松严防输入，引导协调有序返
岗，全力支持复工复产。要切实推进春季农业农村
各项工作，抓好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畜禽疫病防
控、农村人居环境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巩固脱贫
成果抓好防止返贫等重点工作。要扎实做好安全生
产工作，确保生产形势安全平稳、长期向好。

会议强调，各区镇、相关部门要做到思想认识再
强化，保持临战状态，坚持系统思维，全力转危为机，
正确处理好抓好疫情防控和做好“三农”工作的关
系，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目标要求再明
确，紧扣精准防控、复工就业、要素保障，扎实抓好各
项工作，为全年农业农村发展开好局、起好步、实现首
季“开门红”夯实基础。责任担当再压实，全面加强党
的领导，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在
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会上，市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通报了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农村防控组前期工作情况。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丁路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