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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日报手机报 融仪征公众号

# 月 !% 日，经过 &"" 多名干
部职工 #' 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年
产 '"" 吨的熔喷布生产线在中国
石化仪征化纤厂区一次投产成
功，产出优等品。“熔喷布火神山”
在仪征拔地而起，演绎“中国速
度”奇迹。
“学习火神山，半月建座厂”，

! 月 !( 日，中国石化决定投资约
! 亿元在北京燕山石化和江苏仪
征化纤两家企业抓紧建设熔喷布
生产线。“届时，口罩市场价格会
逐步恢复到理性状态，这是央企
的社会责任。”仪征化纤规划建设
处处长陈建军告诉记者。

一切从零起步，对仪征化纤
来说，熔喷非织造布领域是一个
全新领域。“这个项目最大的压力
就是工期。”仪征化纤熔喷布项目
安装工程副总工程师王友文坦
言，“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投人，同
时优化工序。”! 月 !' 日，王友文
组织 !" 名管理人员克服重重困
难驰援仪征化纤，他说，必须打破
常规，调整工作节奏方法，边交
流、边设计、边采购、边施工、边培
训人员。功夫不负苦心人，!月 !%

日，该项目正式施工。图纸设计、材
料准备、外围公用工程图纸全部成

型，只用了短短 ( 天时间。()' 名
施工人员 !( 小时倒班，)'" 台升
降车连续作业，# 月 * 日，厂房钢
结构已经开始安装。施工过程中，
安全重于泰山，“疫情零感染、安全
零事故、环保零污染”是军规。为
此，中国石化派驻专门质量监管团
队与仪征化纤形成合力，紧盯工程
每个细节的安全与防控。

厂房建设步入正轨，但设备
入场却遇到了“瓶颈”。据悉，该项
目主设备及外协设备涉及全国各
地 *+ 多家设备供应厂家，疫情期
间，供应难以及时跟上。为此，#月

, 日，仪征化纤派出 )) 个专业技
术团队到主设备及外协设备厂
家，对生产制造进度进行督促、监
造、催交、催运，现场办公。“酒店
不能住，大家都住在车上。”陈建
军说：“非常时期，大家毫无怨言，
劲往一处使。”

# 月 )" 日晚，从上海发出的
一台进口风机运至仪征化纤，这
是仪征化纤熔喷布项目到货的第
一台关键设备。次日凌晨，一辆满
载着 #* 面低压配电柜的货车从
上海抵达仪征化纤，比原计划提
前到货。# 月 )& 日下午，仪征化纤
熔喷布生产线主设备第一批材料
钢平台到货，标志着该生产线逐
步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 天
奇迹的背后是所有人都拼了命。

目前，仪征化纤首条熔喷布
生产线成功运转，第二条生产线
已经开始调试。中国石化 )& 条熔
喷布生产线在 ' 月全部投产后，
年产量可加工 )"" 多亿只口罩，
中国石化有望建成全国最大医用
口罩核心材料生产基地。陈建军
激动地说：“全社会都在帮助我
们，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
中国人民在非常时期的文化基因
沉淀。”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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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晚，扬州市召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视频点调会。我市设立
分会场，扬州市委常委、仪
征市委书记、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总指挥王炳松
收听收看会议，并汇报我
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市
领导丁雪海、赵建芳、黄苏
晋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

会上，扬州各县（市、
区）分别汇报了疫情防控
工作情况，会议就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具体
要求。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要求，科学分析
研判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形势，坚持两手抓、两
手硬，切实做好统筹文章，
努力赢得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会议
要求，一是继续抓紧抓实
抓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各项重点工作。要进一步
落实入境来扬人员和湖北
返扬人员“早知道、早发
现、早处置”措施，真正做
到有输入、无风险、不反
弹；要加强集中隔离点的
科学规范管理，严格落实
专人专班 !( 小时管理措
施，确保管控有力、隔离到
位；要精心组织好学校复
学复课，严格执行省市关
于做好开学工作的各项部

署要求，制定周密应急处
置预案，确保开学复课平
稳有序安全。二是在扎实
做好“防”的基础上，全力
以赴推进全面恢复经济社
会正常秩序各项工作，牢
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主动
权。要采取更加精准有效
的服务保障措施，加大对
企业的帮扶力度，以实实
在在的举措帮助企业提振
信心、渡过难关；要更大力
度推进服务业全面复工复
产，抢抓春季旅游旺季市
场机遇，加大旅游宣传推
广力度，带动商贸、餐饮、
住宿等相关服务业发展；
要紧盯国家扩大投资的政
策机遇，加大项目储备力
度，加快推进一批交通、水
利、市政、教育卫生、文化
旅游等政府投资项目；要
把握“新基建”风口，聚焦
'-、人工智能等重点，抓紧
谋划实施一批支撑性强、
引领效应明显的重大项
目；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
科学研判经济走势，为力保
一季度平稳开局、努力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争取主动。三
是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全面推进基层审批服务执
法力量整合等改革，加快提
升乡镇治理水平，真正让权
力向基层集中、政策向基层
倾斜、力量向基层加强。要
进一步深化网格化精细化
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网格在
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要作
用，不断筑牢夯实扬州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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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市委组织部
扎实开展干部选拔任用
“一报告两评议”工作，抓
好“年度体检”，有效提升
全市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规
范化水平。

市委组织部要求基层
党委（党组）全面客观总结
当年度选人用人工作，重
点查找问题，找准改进和
加强选人用人工作的努力
方向；同时，把上年度“一
报告两评议”反映问题、巡
视巡察、选人用人专项检
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

况，作为总结报告的重要
内容。

下一步，市委组织部
将强化对各单位评议结果
的横纵向分析对比，重点
突出对满意度低于均值、
负面评价高于均值或对比
上年度数据反差较大的单
位进行综合分析，结合专项
检查、信访反映等工作信
息，形成分类排名及综合分
析材料，针对存在问题，提
出加强改进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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