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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会暨市委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18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本报讯 3 月 25 日下午，市委常委会
暨市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18 日在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王晓斌主
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
讲话，深入分析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
势，对抓好重点地区防控、应对输入性风
险、推动经济社会秩序恢复等进行全面部
署、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
习领会，既要清醒认识外来输入性风险，
又要坚定发展信心，持之以恒，继续两手
抓、两手硬，
确保实现
“双胜利”
。
会议强调，要因时因势抓牢重点。随

着形势变化，当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已转向
境外输入风险防控。我们要因时因势抓牢
重点，充分认清境外疫情扩散蔓延给我市
疫情防控带来的新挑战，严格实行“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坚决守住守牢
输入关口。要抓紧成立涉外联防联控指挥
部及专项工作组，建立工作机制，统筹
抓好境外疫情防控工作。要突出境外人
员来启精准排查，通过入境人员核查、
日常排查等多种方式，对入境来启人员
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要根据实际制定
有关管控措施，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等各项措施，确保人员全覆盖、流程全
闭环、措施全到位。要系统梳理前期采取
的有关措施，该调整的调整，该加强的加
强，该取消的取消，尽量减轻对社会生产、
群众生活的影响。

会议要求，要全面加快秩序恢复。在
全面推进工业、服务业、农业复工复产复
市基础上，当前要抓好三项重点工作，一
是抓工业企业有效投入，要高度关注企业
复工复产后的有效投入问题，通过走访调
研、数据分析、主动服务等形式，全面掌握
企业复工复产质效，推动扩产扩能，通过
有效投入确保有效产出。二是抓服务企业
活力恢复，要有序加快服务行业活力恢
复，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挖掘消费潜力。
针对商超等行业特点，适时开展有关商业
活动，提升市民消费能力。三是抓教育系
统开学准备，要精心组织好复学复课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严谨细致做好预案，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抓实抓细每个环节，构建
属地、部门、学校、家长和学生等防疫合
力，为学校开学提供安全环境，确保绝对

安全、万无一失。
会议要求，要统筹当前助力发展。要
咬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不动摇，统筹
推进“六稳”工作，尤其要抓牢经济运行工
作，强化监测预警，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
近期要推动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全面升
温，南通 4 月份将召开苏南招商会，相关准
备工作要提前到位。要全力加快各类项目
建设，尤其是重大工程、产业项目、城建交
通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在确保质量的前提
下，严守安全环保底线，推动各项建设全
面发力，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限度。要统筹抓好其他各项工作，将全面
小康、三大攻坚战、生态环保、社会治理、
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紧抓在手，推动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丁路健 姜雨蒙）

南阳镇持续改善河道环境，畅通“毛细血管”

清水净流鱼欢跃
道创建工作，推进创文提质升级。为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启兴村严格按照上级部署要
求，
落实长效保洁机制，
由志愿者小分队定
期对村内埭路进行清理整治。为避免因乱
倒垃圾造成水体污染，村委会在每条河道
旁都配置了垃圾箱，
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由保洁公司负责清理，
生产垃圾
由村委会发动志愿者进行清理。
”
村党总支
书记张飞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
启兴村已创

建了 6 条生态河道，
预计明年全村 8 条主要
河道将实现生态创建全覆盖。
在元祥村，站在八桥河的桥面上，水
清岸绿，整洁优美。元祥村自 2015 年起，开
始规划设计打造生态样本河道。利用原有
的基础条件，以八桥河沿线为中心点，以
点带面，向四周辐射，打造美丽宜居的村
庄环境。
为持续改善河道环境，
元祥村在八桥河

两岸规划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装置，现已建
成 3 处独立污水处理装置。此外，村委会将
河道的日常管护与“以鱼扶贫，以鱼净水”
项目结合，通过投放喜食水草、浮萍和浮
游生物的草鱼、鳊鱼、花鲢鱼、白鲢鱼等鱼
苗，由村里的低收入户承包管护，既有效
地净化了水质，又提高了村民收入。2019
年底，村里又规划设计了河道岸坡的绿化
养护工程，灌木与乔木搭配种植，确保河
道两岸四季常绿。
（融媒体记者 韩银平 朱裕玲）

东泰新能源关停 2 年后，启东天顺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成立，盘活了闲置资产，实现了共赢——

在破立之间
“腾笼换凤”
今年 1 月，徐新华又回到了原来工作
的 地 方 —— 启 东 经 济 开 发 区 南 苑 西 路
1300 号，厂房还是原来的厂房，从事的依
然是原来的行业。只是，他的身份已从南
通东泰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技术副总，变身
为启东天顺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 新 华 身 份 变 化 的 背 后 ，藏 着 一 个

学习苏州
学习苏州
“三大法宝
三大法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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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好对接浦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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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棒”
”

市人民医院 8 名医护人
员出征上海

奔赴国门一线
严防境外输入
本报讯 3 月 25 日上午，市人民医院派出由
8 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出征上海，参与入
境疫情防控工作，
守护祖国的大门。
25 日凌晨，
南通市卫健委发出了征召医护人
员前往上海参与入境疫情防控工作的指令，启东
市人民医院立即从此前主动
“请战”
的医护人员中
选派了 8 名骨干，他们将在南通市卫健委的统一
安排下，
奔赴上海执行抗疫任务，
守好
“国门”
。
此次出征上海的 8 名医护人员分别是市人
民医院护理部副主任邢健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
师王鹏飞、肿瘤三科副主任医师龚海健、呼吸科
护师龚丽丽和黄珣露、重症医学科护师王奕丹和
护士陈施宇，以及手术室护师张敏华。送行现场，
尽管医护人员家属依依不舍，但大家都深知入境
人员防疫服务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无一不对此
次出征表示全力支持。接下来，8 名医护人员将
携带医疗防护物资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赶到南通
集结，然后根据统一安排投身于上海入境人员的
防疫服务工作。
（融媒体记者 鲍欣欣 周凡 通讯员 龚海燕）

我市开启全域活水畅流
工程试点

本报讯 近日，南通市水利局及特邀专家来
启，开展“活水畅流工程”专项调研活动。据悉，
在 3 月 10 日召开的南通市污染防治战点评推进
会上正式提出
“在启东开展全域活水畅流工程试
点”，标志着长期困扰我市的水系
“肠梗阻”问题，
有望在 3 年内得以基本解决。
我市位于长江最下游，为长三角水系的神经
末梢。由于北部通吕高水系，南部通启低水系，北
高南低，常水位落差仅 0.6 米。由于北流域面积
只占全市 5%，南流域面积达 95%，导致南部水
域
“引不进、排不出、流不畅、储不足、纳无源”
。
根据在启东市开展全域活水畅流工程试点
工作的要求，我市将利用三年时间，按照
“重点实
施，
分步推进”
的原则，
分步实施中央河贯通工程、
南引河整治工程、
江海水利枢纽工程、
江海水闸提
升工程、头兴港水源地保护工程、两河(中央河、南
引河，流域面积占全市总面积 3/5)流域综合整治
工程、新围垦区水系调整工程和建成区活水畅通
工程等
“八大工程”
。
通过
“活水畅流”
试点，
力争使
市、
镇级河道功能得到全面恢复，
水环境得到显著
改善，结合入江入海涵闸建设等工程，使河道防
洪、
除涝、
供水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
将建立河
道长效管护机制，
初步实现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
的综合整治目标。 （通讯员 杨谷生 郭柳梅）

3 月 25 日，启东吉莱电子有限公司工
人正在加工生产 4 英寸晶圆片。该公司是
一家专门从事半导体功率器件芯片设计、
制造和应用服务的 IDM 企业，产品主要用
于工业智能控制、家电、通信网络等。公司
生产计划已排到年底，预计今年可实现销
售额 2 亿元。
融媒体记者 叶娟摄

融媒体记者 范存娟 丁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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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道功能
打通水系梗阻

“芯芯”之火
蓄势燎原

本报讯 3 月 24 日上午，在南阳镇启
兴村，一支由村民组长、党员干部和村民
志愿者组成的创文小分队正在对河道进
行清理，同时开展路域整治。通过打捞水
中杂物，清理路肩垃圾，启兴村今年重点
打造的生态河道——启兴四河变得河畅
水清。
围绕生态宜居目标，南阳镇各村（居）
以农村河道治理为抓手，持续开展生态河

今日 4 版

“腾笼换凤”
的故事。
2017 年 10 月 1 日，经营了 12 年的南
通东泰新能源有限公司因投资者的原因，
在一片惋惜声中正式关停，这一停就是 2
年。在向法院申请破产、被东泰电工重新
收购后，2019 年 9 月 28 日，这片占地 160
亩、厂房面积达 3.4 万平方米的厂区就这
样被
“闲置”
了。
另一边，
上市公司天顺风能旗下的苏州
天顺风电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经过十几年的
深耕细作，
已成为风能行业塔筒、叶片及叶
片模具制造的龙头企业。
2020 年，
随着风电
行业形势不断向好，
天顺有意扩大产能。
在与开发区几次接触后，现成的风叶

生产厂房、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技术人
员、开发区抛出的优惠政策，都让苏州天
顺很是心动。1 月 17 日，签约便成了水到
渠成的事，启东天顺风电叶片有限公司正
式成立，徐新华被任命为总经理。用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陈卫丰的话来说“这是件
双赢的事”，原先的厂房都是专用的，高度
达 12.5 米，而且跨度大，如果招引其他行
业的项目，会造成资源浪费。
新成立的天顺公司在开发区点对点
服务下，5 天便办下了营业执照；在人社部
门的帮助下，疫情期间，依然招到了 200 多
名工人。2 月 15 日，启东天顺正式复工，2
月 20 日，首批设备进厂，3 月 11 日，第一条

生产线正式投产。
如今，走进天顺公司 2 号车间可以看
到，工人们在加紧生产。据徐新华介绍，公
司正进行兆瓦级风机叶片的研发试生产。
该产品长达 76 米，比原来的产品整整长了
19 米，风能利用率更高，Cp 值从 0.48 提高
到了 0.495 ，适用风场安装的范围更广。预
计首片风叶将在 3 月底下线。
对于订单已经排到 2021 年的天顺来
说，后续发展的脚步将迈得更大。目前，第
二条生产线在加紧安装，另外 4 条生产线
也将于 4 月 20 日到位。到时，将实现每条
生产线 32 小时生产一片风机叶片的产能，
预计今年销售额可达 5 亿元。

未来几天我市将有强
对流、倒春寒天气

农技专家提醒
做好防御工作
本报讯 根据相关气象监测信息，未来
几天至月底，我市将有强对流、倒春寒天气，
将对农业生产造成不利影响。农技专家提
醒，要切实加强防范强对流、倒春寒天气，确
保全市农作物正常生长。
据悉，受暖湿气流和冷空气共同作用，
我市可能出现雷雨，并有一次大风过程，同
时气温将再次下跌，回落至 8~15 度。农技专
家建议，局部强降水可能造成低洼田块短时
渍涝，农户要及时疏通沟渠，谨防渍涝灾害
的发生。
目前小麦正处于孕穗、抽穗期，强降温
易产生晚霜冻害或冷害，造成小花退化、生
殖生长受阻，最终影响结实率。农户要及时
喷施防冻剂减轻冻害影响；一旦发生冻害，
可补施恢复肥，快速补充营养，促进受害小
麦尽快恢复生长，
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当前正值春耕春播的关键时期，月末气
温偏低，需做好苗床保暖工作，确保玉米、大
豆、花生、蔬菜等春播工作的顺利开展。大风
天气易损毁设施大棚，设施大棚务必做好加
固工作。
（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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