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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2月 6日下午袁我县不少居民的朋
友圈被县人社局发布的一则招工启事刷屏遥短短不到 4小时的
时间里袁这则招工链接被转发 791次袁访问近 2.8万次袁线上留
言 172条遥

据悉袁因新型冠状肺炎病毒感染的疫情暴发袁全国均面临
口罩等物资紧缺的状态袁为缓解这一情况袁位于我县海通镇的
盐城市久木良品科技有限公司尧盐城平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盘
湾镇的江苏申杰活性炭纤维应用科技有限公司等三家口罩工
厂紧急招聘口罩生产操作工遥

县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袁 自招聘信息发布以
来袁收到若干热心市民的电话咨询袁线上的网友也纷纷留言野工
厂在哪里钥我想去浴 冶野射阳加油浴武汉加油浴 冶噎噎甚至一名市
民咨询野五十岁以上的收不收钥冶在广大热心市民和网友的支持
下袁目前三家均已招满遥

为解决物资难袁我县三家口罩工厂紧急招工要要要

数百名网友线上留言“我想去”

本报讯渊记者 周蓉蓉冤2月 5日晚袁全县疫情防控工
作调度例会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遥 县委书记唐
敬出席会议并讲话遥 他强调袁要科学分析研判当前形势袁
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袁 掯实防控举措袁 精准施策持续用
力袁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县委副书记尧县长吴
冈玉主持会议袁县委副书记张鹏程出席会议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袁唐敬指出袁当前袁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复杂袁重点人员排查尧企业复工复产任务艰巨袁
来不得半点虚假袁容不得丝毫懈怠遥 全县各层各级要将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指示精神上来袁全面落实党中央尧国务院和省尧市
部署要求袁扎实有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落实和推进遥

唐敬要求袁全力确保外防输入无漏洞袁树牢野万无一

失冶的理念袁实行最严格的疫情监测检测袁在高速公路入
口尧国省道等重点部位袁加强对外来车辆特别是来自疫情
地区车辆的登记管理袁严格检测入境车辆和人员袁切实做
到早发现尧早报告尧早隔离尧早治疗袁坚决守住疫情防控
野第一道防线冶遥

唐敬要求袁 全力确保内防扩散无盲区袁 坚持联防联
控尧群防群控尧稳防稳控袁进一步强化重点人头尧社区网
格尧农村地区防控袁彻底落实密切跟踪尧居家隔离尧医院隔
离等举措袁坚决防止二次传染袁做到严防死守尧不留死角遥

唐敬强调袁全力确保责任落实全覆盖袁全县各级党组
织要加强统一领导尧统一指挥尧统一行动袁对防控形势要
有科学判断尧精准把握袁对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要拿出管用
的硬招实招袁 坚决防止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

义袁特别是要针对督查发现的问题袁要做到即知即改尧立
行立改袁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遥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袁吴冈玉要求袁对照最新的省尧市
相关要求袁继续落实重点人员管控袁做到外防输入尧内防
扩散袁 同时加强对来自重点疫区和去过重点疫区的人员
核查袁做到守土有责尧守土担责尧守土尽责袁坚决遏制疫情
蔓延势头遥 扎实推进联防联控举措袁通过加强对全县各个
小区以及交通要道尧卡口的管控袁实现联防联控尧群防群
治袁严防死守尧不留死角遥 全力服务企业复产复工袁镇区挂
钩企业的人员要严格按照野四不两直冶要求服务好相关企
业袁 同时安排防控人员入驻袁 确保复工复产企业均符合
野十有五达标冶规定袁为我县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
定基础遥

唐敬在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例会上强调

科学分析研判 压实主体责任
全力以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吴冈玉主持 张鹏程出席

本报讯 渊记者
范媛媛 冤2 月 6 日上
午袁 县委书记唐敬先
后到县公安局尧 临海
镇检查当前疫情防控
工作遥他强调袁要树立
野一盘棋冶思想袁强化
统筹袁精准施策袁在扎
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袁 安全有序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袁努
力实现疫情防控与经
济社会发展两手抓尧
两不误遥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吴冈玉参加遥

在县公安局袁唐
敬看望慰问奋战在一
线的公安干警袁 详细
了解重点人员摸排尧
管控措施落实等情
况遥他说袁自全县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袁
县公安系统充分发扬
不怕吃苦尧连续作战尧
无私奉献尧 善打硬仗
的优良作风袁 日夜坚
守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袁为防止疫情输入尧
筑牢疫情防线作出了
突出贡献遥 县公安系
统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袁强化大局意识袁
主动担当作为袁 认真
履行公安系统的职责
使命袁 落实落细联防
联控尧 群防群治各项
措施袁严阵以待尧严防死守尧严格筛查尧严密管控袁全面核查人员
信息袁压紧压实管控责任袁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袁全力打赢这场疫
情防控阻击战遥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袁配齐防护装备袁科学安排
工作时间袁让一线工作人员得到应有的休息袁确保公安干警健
康安全遥

在临海镇袁 唐敬深入农贸市场察看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袁并听取该镇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和企业复工复查准
备情况的汇报遥 唐敬指出袁临海镇是人口大镇袁也是工业大镇袁
目前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袁要坚持底线思维袁增强忧患意
识袁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袁扎实过细做好疫情
防控各项工作袁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过硬成果守护好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要有力有序组织企业复工复产袁严格对
照省市县关于做好企业复工的规范要求袁 结合企业自身实际袁
细化制定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袁督促指导企业科学防控袁对未
按野十有五达标冶要求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企业一律不得复产
复工曰加大关心支持企业发展力度袁针对疫情期间企业发展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袁主动作为尧靠前服务袁政企联手共渡难关袁最
大限度降低疫情对工业经济运行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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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是当前头等大事袁 而另一场支持中小
企业共渡难关的战役也已打响遥 2月 3日袁市政府发
布 叶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
小企业共渡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意见曳袁从加强金融信
贷支持尧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尧实施稳岗就业政策尧强
化重点企业扶持尧 服务企业持续发展五个方面作出
部署袁 政策执行期暂定为自政策发布之日起的 3个
月遥

政策干货满满袁我县企业家纷纷点赞遥 野我们深
受鼓舞袁耶二十条爷与我们企业发展息息相关袁特别是
减免土地税和房产税袁使企业真正得到实惠袁我们将
和政府一起共渡难关袁 一起抗击这次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遥 冶江苏赛福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杨建表示遥

此次疫情对一些中小企业来说就是 野生死劫冶袁
企业最急迫的任务就是野活下去冶袁而政府及时出台
的扶持政策无疑是雪中送炭遥 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戴恩达告诉记者院野惠企二十条袁 无论是
从金融支持袁还是税费减免袁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利好袁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发展的信心遥 冶他表示袁作
为一家药品生产企业袁 将继续加大研发创新和技改
扩能力度袁 真正实现降本增效袁 保障药品的市场供
应袁齐心协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再好的政策也需要抓落地野最后一公里冶遥 我县
相关部门对照政策要求袁结合县情实际袁主动作为尧
靠前服务袁 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袁 减轻企业负
担尧降低生产成本尧稳定人员就业尧保障要素供给袁积
极帮助全县广大中小企业树立信心尧减少损失尧渡过
难关遥县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袁该局将积极引导县
内医疗物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袁 对纺织服装类企业
转产防护物资的袁采取不见面审批方式袁当日办结曰
对涉及技术改造新增设备的企业袁 对其新增设备投
资部分袁给予 10%和 15%的财政补贴遥 对饲料加工企

业等三个必须类企业袁 组织专人帮办服务袁 指导企业落实防疫措
施遥 组织开展野进企业尧送政策尧渡难关冶暖企行动袁通过电话尧微信
及必要的实地走访等各种形式袁联系对接中小企业 1000家袁掌握
企业原材料供应尧用工复工尧资金周转尧产品出口等实际困难袁提出
操作性强尧见效快的帮扶措施遥 帮助企业开拓市场袁对于受疫情影
响损失的中小企业袁鼓励采购人在同等条件下袁优先采购其产品和
服务遥 组织中小企业账款清欠专项行动袁各镇区尧国有企业要全面
清理与中小企业的业务往来账款袁对已达付款期的袁确保账款清偿
率达 100%曰对未到付款期的袁可按合同约定酌情提前支付遥对在疫
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免租金的创业园尧科技企业孵化器尧创
业基地等各类载体袁在场地装修改造费尧办公品购置费尧人员费尧物
业费等方面县予以适当财政扶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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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采用农副产品为原料袁严格按照比例配制袁配置过程中原料
充分搅拌均匀袁这是保证产品品质的基础遥 冶2月 3日一大早袁江苏
丰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主管严昌伟反复叮嘱正在配料的操作
工人袁将黄豆饼粉尧花生饼粉尧玉米淀粉等生产原料袁有序地投到配
料罐中袁 配料班班长陈德东则赶紧把其他辅助原料葡萄糖和大豆
油加入其中袁整个配料车间生产节奏快尧秩序好遥

野这么多的种子罐尧发酵罐袁有大有小袁分布在整个发酵车间袁
就是靠这些配料罐来分批次输送袁然后进行消毒尧无菌过滤尧发酵尧
萃取袁经过众多工艺流程后袁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袁整个生产周期达
16天以上遥 冶严昌伟说遥

该公司是我县一家老牌企业袁成立于 1966年遥近年来袁企业不
断加大技改力度袁强化科技创新袁取得可喜成绩遥野我们生产的赤霉
素和阿维菌素产品已远销欧美尧韩国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袁国内新
疆尧广东尧海南尧江苏等地的销量也在逐年增长袁所以袁目前企业只
有加紧生产袁才能满足市场需求遥 冶严昌伟说遥

从年三十开始袁
工人就加班加点生
产袁实行三班倒制度袁
轮岗轮休袁 歇人不歇
机器遥

渊下转三版冤

防控疫情和安全生产两不误要要要

丰源生物 24小时连轴转
本报通讯员 陈为琨

在公安战野疫冶一线袁如果说交警组
成的是县域地区的野显性防线冶袁那他们
则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野隐性防线冶遥 他
们从大年初一下午开始袁每天连续工作
十几个小时袁夜以继日地筛选核查可能
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者的身份信息袁为疫
情防控工作明确具体监控对象袁努力切
断病毒感染的渠道袁减少外部疫情向本
县扩散的可能性袁守护着全县人民的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县公安局疫情防控
专班数据研判组组长尤立勇就是其中
一员遥

野尤组长袁这个经过湖北回射阳的
人是兴东居委会的袁应该分给哪个所钥 冶
野派发到城东派出所遥 冶噎噎2月 3日下
午 5点多钟袁记者见到尤立勇时袁他正在
忙着与数据研判专班组成员一起确认
外来人员的信息袁确定外来人员是否是
从湖北来射人群尧 从射阳去湖北的人
群尧途经武汉来射的人群这野三类人群冶
之一遥

数据研判专班组主要职责就是从
上级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中筛选核查
出野三类人群冶袁将人员信息核实后交派

给派出所民警核对袁再协同当地政府尧卫
健部门落实后续情况登记尧监测防控等
措施遥 能否迅速野定位冶可能携带病毒的
传播源袁 事关防控工作能否有效开展遥
1989年从公安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尧从
事户政管理工作 24年的尤立勇袁既精通
计算机技术尧又对全县地域与人口情况
特别熟悉袁 这项工作他是最适合人选遥
于是袁在这个非常时刻袁他被委以野数据
研判组长冶的重任遥

数据研判组每天要处理大量的模糊
人员信息袁从早晨八点上班到次日凌晨
两三点甚至更迟袁持续着高紧张尧高强度
的工作状态遥 数据研判组日常有七八名
工作人员袁若是遇到数据增多的情况袁还
要调度其他人员辅助开展工作袁多的时
候达到十三四名遥尤立勇更是一刻不停尧

一丝不苟袁核查数据尧统计表格尧向上通
报尧向下分发任务尧协调区域间任务分
派遥 野早点让这些模糊的人员信息 耶见
底爷袁 就能早点让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
民放心遥 冶真正让尤立勇担忧的还是那
些不能野见底冶的外来输入人员袁排查可
能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袁为
疫情防控工作明确对象袁努力切断病毒
感染的渠道遥

核查工作中袁最难的是与核查对象
的沟通遥 尤立勇耐心教授青年民警沟通
技巧院野你们通电话的对象现在内心都
比较脆弱和敏感袁一定要注意讲话的方
式方法袁态度要温和袁语言要简练遥 冶

野一个手机袁接通了袁说两句挂掉遥
再打袁直接被摁掉了遥 再打袁在对方下
耶最后通牒爷前恳请他配合一下工作遥 冶

电话拨通后袁 很多接到电话的群众有情
绪袁拒接尧不配合等情况时常发生袁有时
组员都急哭了遥 尤立勇开导他们袁 并和
他们一起想办法再继续沟通袁先发短信
说明情况袁再仔细解释尧宣传袁消除对方
疑虑袁争取对方配合遥

在这没有硝烟的幕后战场袁 尤立勇
和数据研判组成员只有不分昼夜地工
作袁只有日复一日地重复袁只有一个又一
个的挑战遥 大年初一以来袁 在县公安局
办公大楼上袁这里的门总是开得最早尧灯
总是熄得最晚遥

野我爸回来了吗钥 冶野还没呢袁刚才电
话联系了袁要 12点向后再看呢遥 冶 野现在
就担心我爸袁他已经不年轻了袁千万不能
生病啊浴 冶 野没事的袁你忙自己的事情袁爸
爸有妈妈呢浴 冶野爷爷生病爸爸有没有抽
空去看他钥 冶野我代替他去了浴 冶噎噎

在尤立勇的手机微信工作群里袁他
总是能及时回复袁 立刻协调解决问题遥
而野幸福一家人冶的聊天群里袁却很难见
他野冒泡冶袁几乎都是妻子时长云和女儿
尤馨悦的对话遥

渊下转三版冤

紧扼疫情传播的“咽喉”
要要要记县公安局疫情防控专班数据研判组组长尤立勇

本报记者 张伟 成杰 通讯员 袁祥梅

自 1月 27日起袁 盐城
必新米业有限公司紧急召集
员工复产袁 加班加点生产大
米袁 以低于正常销售价格直
供武汉遥截至目前袁该公司已
发送武汉等地区大米 2300
吨袁 为武汉的大米供应贡献
了一份力量遥

上图为必新米业自动化
生产车间遥

左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将
产品装车运往武汉遥

吴贵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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