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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新冠肺炎疗法
预计3周内出结果

武汉多家医院已开始临床试验

>>03

本报讯（融媒记者黄明娟）
昨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李
铭带队，督查我区农村防疫、春
耕备耕及农产品保供工作。李铭
强调，在决战疫情防控最吃劲的
关键阶段，依然要毫不松懈地推
动防控措施在农村的落实，同

时，要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切
实实现疫情防控、春耕备耕、

“菜篮子”保供三不误。
李铭一行首先来到同里北联

村，在入村口，督查组成员逐一
进行体温测量登记后，被放行进
村。李铭详细了解了该村对外来

进村人员排查登记、居家观察、
防疫消杀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薄弱环节，
李铭对该村建立“一户一档”、
严防外源输入等举措表示肯
定。李铭要求，要落实落细各
项农村防控措施，把好农村疫

情防控关口。由于北联农业基
地及农业龙头企业较多，要统
筹兼顾好农资运输保畅通，全
力降低疫情对村民正常生产生活
带来的影响。

农时不等人。李铭一行来到
同里现代农业产业园时，已有几

位农民戴着口罩在田间忙碌。李
铭仔细询问了春耕备耕情况，他
指出，当前正值春耕备耕时节，又
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要抢抓有
利时机，提前谋划部署，不误农时
农事，高标准、高质量地做好春耕
各项工作， （下转03版）

李铭督查农村防疫、春耕备耕及农产品保供工作

疫情防控不松懈 农事生产不耽误

本报讯（融媒记者张婷）为
提升企业复工复产速度，在苏

“惠”十条和吴江“惠”企十八
条的基础上，吴江开发区先后出
台惠企便民十条、服务企业用工

八条。2月20日，吴江开发区
针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企
业，再出台“暖企八条”，助力
辖区内企业健康稳健发展。

新出台的“暖企八条”涉及

援企稳岗、激发活力、鼓励发
展、外贸支持、防控奖励等五个
方面，其中援企稳岗包括交通补
贴、企业招工补贴、人力资源机
构服务补贴。为了保障辖区内企

业员工及时返岗，吴江开发区鼓
励企业包车接工人回企业，全力
保障运力。企业或人力资源机构
通过包车、企业间拼车等方式接
送来源地相对集中的员工所产生

的包车费用，在市、区两级财政
补贴的基础上，吴江开发区按
市、区两级财政补贴总额的50%
予以补贴。

（下转03版）

助力企业健康稳健发展

吴江开发区出台“暖企八条”

本报讯（融媒记者王炜）昨
天上午，市政协副主席、区委书
记王庆华到东太湖度假区（太湖
新城）调研检查企业复产复工及
疫情防控情况。他强调，当前要
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全力以赴
加快生产进度、加速恢复产能，
把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疫
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千方百计
促进经济回稳向好发展，率先从
疫情影响中走出来，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副区长戚振宇参加调研检查。

科林集团在政府部门的细致
指导下，在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条
件下，目前复工人员已全部到
岗、产能已全部恢复。王庆华深
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在疫
情防控、产能恢复、原材料供
应、生产经营、上下游企业复工
复产等方面情况，对企业严格执
行人员出入管理等防控举措给予
肯定。他要求企业负责人，要履
行好主体责任，进一步保障好员
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科学合
理安排组织生产，不断提高产
出，努力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不断取得更大发展。

在聚杰微纤染整有限公司，
王庆华与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
重点了解企业上市、投入、研
发、未来规划和疫情对企业生产
经营带来的影响及复工复产面临
的困难问题，就下一步企业发展
及相关举措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
流，帮助企业寻求对策，努力破
解发展难题。该公司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正在逐步恢复产
能，预计3月10日返岗工人达到
100%，生产经营全面恢复正
常。王庆华称赞企业防护措施到
位、恢复生产有序。他鼓励企业
坚定发展信心，继续细致做好各
项防控工作，把品牌效应、品牌功

能作为企业的生命线，加快推进国家级企业科技中心创建，大力集
聚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立足探索前瞻性、前沿性和先导性技术，进
一步开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世界领先的产品，力争做到行业第
一、唯一，抢占市场制高点，实现滚动发展，用发展的成果补齐疫情
造成的损失，努力在战胜危机中顺利实现全年发展目标。

在彤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庆华深入车间察看企业复工复
产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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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 时的盛泽镇
市场路，车流不息、客商云
集，一派繁荣的景象。中国
第一布市——中国东方丝绸
市场在和煦的春风中迎来了首
日开市。

在盛泽东方纺织城的南门
口，记者看到，许多经营户都
戴着口罩，早早从四面八方赶
来，大家有序排队，等待测
温、身份验证等，准备步入商
城开门迎市。

“今天起，中国东方丝绸
市场正式开门迎市。”中国东
方丝绸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孙
健华说，从首日开市情况来
看，市场经营户符合复工复市
率达80%，全球的纺织客商
已可以前来采购洽谈。预计2
月底可全面复工复市。

复工复市和疫情防控

“两不误”

微信身份验证、红外手臂
测温、经营户信息登记……经
过一系列规定的疫情防控程序
后，苏州优布家族供应链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振鸿松
了口气。“流程尽管繁琐，检
测后让人更加安心。”

通过检查门口后，杨振鸿
舒缓一口气，整理一下口罩，
径直来到一楼的门市，“每天
都在盼望开市，订单已经堆起
来了。”他刚说完，一边的电
话已经响起来，对方主要来问
订单落实情况。他告诉记者，
由于疫情问题， （下转02版）

盛泽是绸都，也是经济火热的“小上海”。时至今日，在全体盛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成果，中国东方丝绸市场的街头又恢复了往日车水马龙、客商云集的繁忙景象——

绸都盛泽，向世界问“早安”
融媒记者 黄正

东方丝绸市场工人正在卸货东方丝绸市场工人正在卸货。。（（黄正黄正摄摄））

本报讯（融媒记者杨华）
既要抓防控，又要抓发展，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秉承
这一理念，一体化示范区执委
会在昨天下午召开的新闻通气
会上，集中发布展示来自青
浦、吴江、嘉善的第一批33
个示范区亮点项目。

据悉，按照示范区建设工
作要求，执委会近期一方面探
索科学防疫，加快构建示范区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一方面
抓紧推进示范区建设各项重点工
作，争取今年开好局、起好步。
春节前后，执委会向两区一县征
集近期已开工或即将开工的亮点
项目，三地共上报了近100个项
目。执委会对征集到的项目进行
了统筹梳理，第一批33个示范
区亮点项目昨天正式亮相，其
中，吴江共有 4 大类 10 个项
目。 （下转03版）

首批33个示范区亮点项目发布
吴江共4大类10个项目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2
月 21日召开会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研究统
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决定将有关
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会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
重视， （下转03版）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署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本报讯（融媒记者徐东升）
区商务局坚持抓扶持保订单、抓
防控保复工、抓协调保生产等

“三抓三保”，集中力量扎实推进
外贸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截至2
月20日，全区共有约1300家外
贸企业复工复产，复工比例达
65%，其中吴江开发区外贸企业

复工比例达82%。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全区外

贸企业生产和经营带来较大影
响，区商务局对全区外贸50强
企业实行“全覆盖”摸底调查，
找准企业因疫情导致订单损失的
痛点，从出口信保、境外展会、
涉外法律援助等方面专门制定外

贸扶持政策，并出台详尽的实施
细则，对相关政策进行专项解读，
建立了全面帮扶外贸企业的“政
策工具箱”。区商务局还指导企业
线上办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目
前已有亨通、永鼎等9家企业成
功办理，有效帮助企业在对外贸

易中维护权益、减少损失。
1月 31日以来，区商务局

领导带队深入企业车间一线开展
疫情防控检查，做到现场必看、隐
患必纠，强化属地为主、部门协同
的工作机制，对经确认复工的外
贸企业督促其落实医学观察、日
常消毒各项防控措施，加强风险

管控。区商务局还以问题为导向，
以企业需求为抓手，为订单量大、
情况紧迫的企业协调解决具体问
题，“一企一策”打通渠道，协助
多家重点外资外贸企业解决配套
商复工、供应商复工等问题，解
决企业的燃眉之急，为企业顺利
复工复产创造良好条件。

区商务局集中力量推进“三抓三保”

全区1300家外贸企业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