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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2版

在树木上晾晒衣物，攀爬树木
的应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本报讯（通讯员施伟办 记者印
春湘）2月20日上午，市委书记徐惠民
一行来到锡通科技产业园督查指导
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徐
惠民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
指示精神和国家、省最新决策部署，
做实科学精准防控措施，做细各项服
务支持工作，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统
筹谋划招商引资、机制创新等工作，
切实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区委书
记陈永红陪同督查。

“现在复工人员有多少，暂未复
工的员工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复
工后的防护措施怎么做的？”在上海
东方泵业集团南通有限公司，徐惠民
走进车间，实地察看了解企业疫情防
控、产品生产等情况。该企业主要生
产大型泵、核工业用泵系列产品，于
本月 15日正式复工，目前有 100多人
已回到工作岗位。当了解到企业尚
有部分员工没有到岗，产能受限时，
徐惠民说，当前南通疫情防控形势积
极向好，企业要加强宣传引导、打消
员工顾虑，在做好科学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帮助他们尽快返岗，不断提高产
出，努力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同

时，他还叮嘱通州要增强主动、靠前
的服务意识，积极帮助企业一起解决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的实际问题，
以强大合力推动企业快复工、多复
产。

调研中，徐惠民强调，作为跨江
融合的合作园区，锡通园区要立足新

形势、新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厘清
思路，科学谋划园区未来发展思路、
发展方式，着力优化体制机制，激发
发展活力，加强招商队伍建设，积极
探索与苏南地区基于项目的共建共
享机制，不断提升园区整体发展水
平，奋力打造跨江融合发展样板。相

关部门要向园区充分授权，做到应放
尽放，为园区发展创造更加宽松便利
的良好环境。

市委常委、秘书长吴永宏，区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锡通科技产业园党
工委书记瞿云峰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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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的大厅 身份的象征

超大宴会中心
100桌无柱大厅已经营业

本报讯 （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樊希
萌）2月20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晖
来到我区调研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他指
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
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中央、省
市决策部署，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在分区
分级施策、精准有效防控的前提下，进一
步加强企业服务、加快复工复产，交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的满意
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凌屹陪同调研。

创斯达科技集团是我区的一家上市
企业，在当地政府的指导帮助下，员工返
岗率已经超过九成。王晖详细询问企业
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困难，得知因供应链配
套跟不上，影响企业产能恢复时，他要求
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深入研究，进一步加
强本地配套、精准调度，尽力帮助企业解
决实际问题。

富加宜电子（南通）有限公司是我区
第一批复工企业，员工返岗率超70%。王
晖走进车间一线，深入了解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在严格落实防
控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坚定信心、克服困
难、加快生产，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雄邦压铸（南通）有限公司是汽车零
部件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王晖仔细询问
企业用工结构、产能恢复等情况，勉励企
业科学有序组织复工复产，进一步优化结
构、扩大产能，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调
研中，王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针对
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创新思路办法，
主动协调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早复
工多复产、快复工真复产，政企携手共渡
难关、共克时艰。

市政府秘书长陈俊参加调研。

徐惠民到锡通园区督查指导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加快推动复工复产 切实降低疫情影响

2月20日上午，市委书记徐惠民深入锡通科技产业园的东方泵业集团生产一线，督查指导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工作，区委书记陈永红等陪同。 徐浩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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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天舒） 2月21日下午，我区召开农村
疫情防控暨“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1号文件精神，认真落实全省统筹
抓好当前农村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要求，总结部署我区当前农村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
作。区委副书记虞越嵩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区上下众志
成城，扎实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切实落实联防联控、
群防群治措施，全区农村疫情防控工作成效明显。当前，
疫情防控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容不得有丝毫的麻痹和松
懈，要科学精准加强疫情防控，统筹推进“三农”重点工
作，切实做到农村疫情防控和“三农”重点工作两手抓、
两手硬。

虞越嵩说，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做
好“三农”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性。各地各部门要继续落实
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措施，不断加强精准排查、精准隔
离、精准管控，一鼓作气、全力打赢农村疫情防控阻击
战；要强化责任担当，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三农”
发展，一着不让抓好当前“三农”重点工作，牢牢稳住

“三农”基本盘，坚决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增
强全局观念，加强沟通协作，落实关键措施，凝聚齐抓共
管的强大合力，坚决打赢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
仗。

副区长曹建新出席会议。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应该
出现在人们餐桌上的果蔬销路受困，
全区三万吨果蔬因“疫”滞销，成了一
道摆在所有种植户和政府部门面前
的严峻“考题”。

量大保鲜期短
八十亩草莓急等销售

“草莓几乎都卖不出去，全部烂
在地里，我们只有倒掉，看着心里真
难受。”回想起前几天基地草莓滞销
的情况，草莓种植户邵仁君仍是心痛
不已。受疫情影响，处在高产期的草
莓无人问津，外销也成了难题。按去
年市价来算，春节期间邵仁君损失近
5万元。

眼下是草莓种植和生产的最佳
时期，也是品质和口感最好的时期。
如何“消化”即将“超龄”的在田草莓，
减少损失，成了困扰种植户们的一大
难题。“我们的草莓基地差不多有800
亩，现在一天要收 4～5万公斤，以往
都是外地的水果商上门来收，今年大
家都出不了门，没人过来收了。”南通
大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乃
东介绍，公司将流转的土地统一出租

给浙江、山东、安徽等地的种植户，辛
苦几个月本以为会有好的收成，谁知
一场突发的疫情让主要的销售渠道
几乎都“走不通”了。

没渠道也运不出去
两万亩蔬菜急坏菜农

“没人来收也运不出去，眼看天
气越来越暖，菜越来越熟，唉，只能烂
在地里了！”近日，二甲镇菜农杨克宝
坐在大棚里，看着眼前这些自己辛辛
苦苦种出来的蔬菜，一筹莫展。

转过身，他开起旋耕车，将长得
郁郁葱葱的一大棚小白菜全部翻耕
在泥土下。“这些小白菜本来正月初
九就可以上市，你看现在都出花了，
更加没人要了。”五年前，杨克宝带着
全家人从安徽来到通州种植大棚蔬
菜。经过多年耕耘，大棚发展到37个，
总面积 40亩，品种涵盖了小白菜、茼
蒿、芹菜等。春节前，全家人都放弃了
回老家过年的想法，为接下来的蔬菜
采摘上市做准备，但是新冠肺炎疫情
打破了全家人的梦想。“25个大棚的
菜都长老了，只好翻耕作肥料，至少
损失七八万元，一家人的心血都打了

水漂。”杨克宝无奈地说。
像杨克宝这样的菜农，在我区共

有 400多人，蔬菜种植面积共 2万余
亩，目前滞销总量达2万多吨。

政府帮助和农民自救
为滞销蔬菜找“销路”
如何让滞销的果蔬卖出去，成为

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急需解决
的问题。近期，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人
员多途径了解、统计全区果蔬滞销情
况，同时广泛联系相关销售渠道和电
商平台，全力帮助水果和蔬菜种植户
挽回损失。“一是通过南通电视台《城
市日历》商城进行销售，政府派邮政
车直接来拉；二是我们联系了京东商
城等网销平台，目前正在组织城区大
型商超与种植户进行产销衔接，让农
户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尽量减少他
们的损失。”区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
发展科相关负责人于爱华介绍。2月
12日以来，《城市日历》商城销售草莓
500多单，总销量 12吨左右，京东商
城采购蔬菜总量700多吨。

在政府帮助寻找“销路”的同时，
部分种植户也在积极开展“自救”，通

过社交平台、爱心组织、亲子采摘等
方式搭建新的“销售渠道”。

近日，十总镇季家庄村草莓种植
园迎来了不少城区家庭的亲子采摘
游。将大棚向周边的村民开放，但每
次只允许一家人进入一个大棚，是草
莓园负责人汪金军想出来的一条促
销妙计。除了将草莓园向村民分户开
放、联系周边单位集体配送，汪金军
还打算在网上开设一个销售平台，向
更多的人推送草莓。金沙街道金余村
大棚蔬菜种植户李展也积极联系当
地爱心人士，通过朋友圈卖菜，目前
成功销售了600公斤蔬菜。

“疫情当前，农业是非常薄弱的
产业，受影响很大。由于滞销量大，政
府帮忙和农民自救也是杯水车薪。”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能够伸出援助
之手，帮助果蔬种植户度过“寒冬”。

记 者沈维维 曹抒雁
通讯员葛家利

三万吨果蔬因“疫”滞销 种植户发愁“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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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召开农村疫情防控
暨“三农”重点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瞿镇辅 记者李
越文）2月 22日下午，区委副书记、区
长凌屹率队赴川姜镇、锡通园督导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毫不放
松地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奋
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双战双赢。

凌屹一行来到位于川姜镇的派
得羽绒家纺南通有限公司、艾嘉包装
南通有限公司。厂区内疫情防控氛
围浓厚，公司严格落实通风、每日两
次消杀等措施，员工统一佩戴口罩进
行办公、施工。凌屹与企业负责人沟
通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和复工复产情况。凌屹指出，企
业要严格落实内控管理制度，持续做
好办公环境消杀、员工分餐制等措
施；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同时，化
被动为主动，把困难变为契机，寻求
突破，探索和拓展企业发展新领域。

走进江苏蓝丝羽家用纺织品有
限公司的C2M全流程智能化车间，员
工们正戴着口罩忙碌着，一条条被子
被吊挂在生产线上“流动”，从裁剪到
运输，工作流程有条不紊。对企业严
格执行测温、消毒等防控措施，凌屹
予以肯定，他要求，相关部门在督促
企业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同
时，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帮助企业

解决目前遇到的实际困难，渡过难
关。

“员工都来自哪些地区，现在有
多少人到岗？”“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
解决？”……在南通泰德特种玻璃科
技有限公司、南通锐深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凌屹向公司负责人详细询问企
业职工人数、生产活动安排、防疫物
资准备等情况，重点了解企业复工中
的困难。凌屹强调，要加强企业开工
复工服务保障，坚持精准施策、“一企
一策”，加强对企业的帮扶指导，督促
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确
保各项措施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
之又实。

在江苏硕耀实业有限公司，凌屹
实地察看了企业生产车间、员工就餐
区等生产生活区域。该公司是一家
生产汽车零配件的企业，2月 11日经
批准复工，目前已有半数员工到岗，
剩余未到岗的外地员工主要集中在
云南、浙江等地。凌屹强调，要认真
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指导企业科学制定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方案，协调解决企业用工、原
材料供应、物流运输、防控物资保障
等实际困难，帮助企业有序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锡通科技
产业园党工委书记瞿云峰参加活动。

凌屹率队赴川姜镇、锡通园督导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时强调：

精准施策 统筹兼顾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战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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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通州客运站恢复站务作业
发往苏州的客运班线率先复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