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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车床操作工王浩回到
了自己工作3年的岗位。作为欧菱
电气首批复工上岗的员工，他说：“重
回岗位，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

当天，和王浩同批次到岗的人
员有50余人，这只占欧菱电气全部
一线员工的35%左右。总经理叶小
光介绍，遵照政府“分批有序”复工
的要求，公司决定分 3个批次进行
复工，在“促生产稳经济”的同时，履
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瘟神”作战。

事实上，这种“一手抓防疫，一手
促生产”的“两线作战”状态，也是丹
徒区大多数企业的真实写照。“与时
间赛跑，不仅要打赢疫情防控的攻坚
战，还要追回已经失去的生产时间。”
这成为丹徒企业家们共同的“目标”。

抓防疫，织密生命安全网

2月 10日，坐落于丹徒高新园
的恒顺集团与园区内其他 51家企
业复工申请通过审查，成为疫情发

生后全区第一批复工企业。
当日上午10时，在恒顺灌装车

间内醋香四溢，一瓶瓶镇江香醋在
流水线上顺畅地流出，喷码、打包、
整装待发。复工后的企业处处生机
勃勃。

截至目前，丹徒复工企业达到
177家，涉及员工12226人。该区严
格按照镇江市“疫情防控”指南要
求，推动推动辖区内的工业企业有
序复产复工。复工企业需要提前制
定疫情防控措施和应急方案，提出
书面申请，只有落实检疫查验和健
康保护措施，满足“四个到位”标准
方可通过申请。复工后，每天要履
行体温检测、防护检查、场所消毒、
错时分餐、封闭管理等等相关人员
防护措施。所有的措施和要求最终
指向一个目标：织密、筑牢疫情防控
安全网，降低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影
响，稳定经济运行。

“防控疫情是当前第一要务，但

并不意味着经济活动因此‘停摆’。
只有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做到
两手抓、两不误，才能早日打赢这场
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沃得重工(中
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文辉表示。与
很多企业比起来，该公司第一批到
岗员工就占到全部员工的75% ，企
业 80%的生产线得到恢复和运转。
这得益于企业技术工人大多数是本
地员工，可以“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对于只占 10%左右的外省市
员工，该公司要求一律在家等通知
上班，已返人员必须主动隔离。此
举也是丹徒企业普遍采取的对策，
从根本上阻断了企业复工带来的疫
情扩散蔓延风险。

促生产，政企携手渡难关

“高新园将安排 100万元疫情
防控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扶持对象
共度难关。”

“对租用高新园自持厂房的企

业免收两个月租金。”
“高新园出台了企业外地职工劝返

补助。对防控贡献突出企业进行扶持。”
……
这一条条的“利好”消息随着丹

徒高新园发出的一则通知在企业中
传开。疫情当前，政企齐动保增长、
保活力、保稳定，形成并肩“爬坡”共
渡难关的喜人场面，为企业家提振
了信心。

除了各个经济板块上给出的
“利好”，丹徒区也积极在金融信贷、
稳岗就业、财政税收、生产运营、政
务服务五方面出台有力有效举措，
给予企业实打实、高质量、针对性的

“雪中送炭”，最大限度减轻企业负
担。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主动
靠前服务，全力为企业顺利复工复
产提供支持和保障，化解复工复产
难题，努力把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降到最低，在时间轴上实现“硬
核”突击。 本报记者 崔宁华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生产

丹徒：在时间轴上“硬核”突击

为了帮助村民解决好蔬
菜滞销的难题，降低疫情为农
户带来的经济损失，润州区南
山街道回龙社区各级党员干
部群策群力，成立了一支专门
帮扶村民销售蔬菜的“果蔬销
售服务队”，他们每天将村民
从田地里收摘的新鲜蔬菜进
行收集，然后按照各单位需求
分装、打包，由社区人员直接
送货上门。目前，团队已经销
售蔬菜600余公斤。
吴莹 姜俊 文雯 摄影报道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这个春节很多人被提醒着减少外
出。但有一群人却要迎难而上，镇
江新区有这样一对夫妻搭档坚守
在一线，为群众的安全护航。

42岁的葛艳婷，是市第一人
民医院新区分院耳鼻喉科的医
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
间，每天看着逐渐增长的确诊数
字、持续刷屏的疫情信息，她就
坐不住了，主动向医院申请值
守，“除夕那天晚上我就主动报
了我们医院的志愿者防疫，而且
我们也签了志愿书、请战书，都
签了字。我主动请战，然后我就
被抽调到特殊发热门诊，接待从
疫区来的患者，或跟疫区有接触
史的患者。”

这段时间每天六点起床，晚
上八点多才能到家，不仅如此，葛

艳婷在工作期间还要穿上厚厚的
防护服，说话稍微急一点，眼镜就
起一层雾。十多天下来，葛艳婷
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工作强度，“耳
鼻喉科跟别的科的工作还不一
样，别的科室可以带口罩，而耳鼻
喉科室的工作，要把口罩全拿掉，
看咽喉部、看鼻腔出血这些东西，
所以除了正常的工作服白大褂、
口罩帽子以外，我们还得穿隔离
衣、戴护目镜，遇到一些有可能会
涉及到分泌物、血液飞溅的时候，
还需要带防护面屏的。”

葛艳婷说，看到有这么多的
非医务人员都坚守在防疫的最
前沿，她作为医务人员，更不能
退缩。

葛艳婷的丈夫是新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大路中队中队长洪雷。
在妻子请缨上阵的第2天，洪雷就

接到了单位要求全员上岗的通
知。接到通知后，整个中队都没
有休息，那个时候开始，中队的第
一个岗位就是在大路镇长虹路主
路口，拦截外地车辆和外地人员，
没有带口罩、体温超标的一律不
允许进镇。工作到初五左右，中
队根据实际情况，把人员调配到
大路镇农贸市场，所有人不带口
罩、体温超标的，不允许进农贸市
场，“在此期间，局里面又下达了
新的任务，整个集镇区域以内，不
允许有流动摊点，以及外地经营
户入驻，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位一
体的巡防。”

当记者问洪雷，“两口子齐上
阵，你们怕不怕”时，他说，上有老
下有小的，多少有些担心。可职
责所在，他和妻子也会一直并肩
作战，冲锋在前，“孩子今年上高
二了，也比较大了，基本也能照顾
自己，我们晚上回去虽然迟一点，
但是呢，我们都是把他第二天的
早饭、午饭都安排好了，然后让他
在家里自习，自行安排一下，这一
块还比较好，孩子大了嘛。”

陈露 明明

新区“夫妻档”
奋战疫情忙

老党员奋战疫情防控一线
本报讯 连日来，在丹徒区上党

镇丰城村疫情防控一线，活跃着多
名老党员，他们负责任、敢担当，舍
小家、为大家。

面对疫情，为了保证全村村民
的生命安全，正月初一下午，丰城村
召开紧急防控部署会议，需要招募
党员志愿者，一群老党员得知后立
即主动报名，希望能为疫情防控工
作尽一份力量。

老党员们虽然岁数大，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他们被安排在
丰城村防疫工作小组的各支队伍
中。有的在村中几个卡口进行 24
小时轮流值守，有的白天流动执勤，
劝导群众不要扎堆、禁止麻将室继
续营业、挨家挨户发放宣传单页等，
提高村民的防控意识。

每名老党员们胸前都佩戴着党
员徽章执勤在防控一线，越是艰险越
上前，丰城村战斗在一线的老党员与
全镇许多老党员一样，坚决响应党的
号召把初心写在抗疫一线。（曹志平）

本报讯 连日来，江苏省句容经
济开发区（黄梅街道）在抓实抓细疫
情防控措施的同时，细化落实企业
复工前的各项举措，从严把关企业
复工申请审核，做好科学防控和精
准服务，指导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在园区已经通过相关审核正式
复工的盛邦印务等企业，确认身份、
测体温、消毒、换口罩等流程都成了

“标配”。在入口处，几名工作人员
自觉隔出一米多的间距，正有序地
排队等待测量体温。手持测温枪的
工作人员比对着报备名单，一一核
查后方可允许人员进入。应当说，
面对疫情防控这个关键问题，企业
都能够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制定详
细的防控方案，购买大量的防疫物
资，并对所有拟复工人员进行严格
筛选、排查和管理。

“按照错时复工、有序复工、安
全复工的总体要求，我们正积极组
织人员对企业提交的复工备案申请
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审核后，还将
进行现场核查，没有问题的统一上
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
企业防控工作组。经备案同意后，
企业方可复工。”该区经发局局长许
一表示，“为切实做好企业复工准
备，我们加班加点、积极主动对接协
调，为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
作‘列清单’‘划重点’，力争在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的基础上更好地支持
企业复工。此外，我们还将做好复
工企业人员体温每日检测上报、安
全检查等相关工作，加强巡查督查，
及时发现和纠正有关问题，确保疫
情期间企业安全复工与疫情防控

‘两不误’。” （吴长丰 庆海）

句容确保防疫复工两不误
部分园区企业复工复产

在丹阳市云阳街道大钱村抗击
疫情的队伍中，有一个特殊的志愿
者。他叫张梦成，今年 27岁，是一
名现役军官。

作为军人，张梦成肩负着保家
卫国的重任，与家人聚少离多，过
去 3 年他都没有回家过年。今年
春节前，从部队回到家乡的张梦成
原本计划利用假期走亲访友，和父
母亲友团聚叙旧。没想到，一场突
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的打算都泡
汤了。

但是作为军人又怎能缺席这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呢？当宅在家中
的张梦成看到村委会工作人员挨家
挨户上门排查、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很是辛苦，便萌生了为村委会分忧，
为疫情防控工作出一份力的念头。

“我是军人，也是党员，哪里需要我，
哪里就是我的战场。”张梦成说。他
把自己的想法向部队领导进行了汇
报，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并叮嘱他牢
记“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要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地方疫情
防控工作尽一份力，同时要做好自
我防护。

2 月 2 号，这名回乡探亲军官
“就地转岗”，成为了防疫战场的普
通一兵，当上了战斗在抗疫一线的
一名志愿者。为了进一步防控疫情
输入，村里在 8个重要通道设置了
卡口，要安排人员值守。于是在横
陵路黄泥张甲村路口，每天晚上 6
点到 10点都可以看到张梦成和志
愿者们的身影。遇到外来车辆入
村，拦车询问事由，测量驾驶员和乘
客的体温，并登记身份信息……尽
管夜晚室外温度很低，但张梦成和
志愿者们不畏严寒，依然认真、细心
地做好每一次查询工作。“刚开始设
卡的几天，晚上车还有点多，但这几
天下来，大家都知道了现在防控形
势严峻，减少了外出，村里进出的车
子少了很多。”张梦成说，开车进村
的车主也都配合志愿者们做好测量
体温、信息登记等工作，这让他们轻
松了不少。

受疫情的影响，张梦成归队的
时间也推迟了。他表示，在归队前，
他会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为
阻击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辉 覃洁

司乘人员扫码
自助填报系统上线

本报讯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复
工复产可能带来的车流人潮，提高
高速道口的通行效率，减少交叉感
染的风险。8日，由句容市自主研
发的司乘人员扫码自助填报系统正
式上线使用。

司机扫二维码，首先点击“我是
司机”按钮，填写完整车牌号码以及
车内实载人数后提交。再将司机的
姓名、身份证号、近 14天有无接触
发热等必填选项如实填写，提交之
后再依次如实填写车内乘客的相关
信息。系统研发技术总监潘本说，
查控人员可以在一位乘客手机上查
验所有人信息，实现人员数据的高
效查询。用户成功提交之后，数据
都会进入数据库，每天晚上系统都
会把数据反馈给交通管控组。

据了解，该系统是受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交通管控组和宣传组委托
开发。 （婷婷 韩煦 庆海）

11日下午，已在武汉连续奋战
多日的唐剑说：“今天，我们的项目
全部通过验收、移交，终于可以好好
睡一觉了。”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
时间紧任务重，建设者来自祖国的
四面八方，他们中有这样一位扬中
人——唐剑。3日，唐剑专门从岛
城开车赶往武汉火神山医院；7日，
他又马不停蹄参与雷神山医院的建
设，为两家医院的建设注入了镇江
元素。

唐剑家住扬中市八桥镇永胜
村，是中建二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一名管理人员。3日，公司群里发
出通知——武汉建设现场需要支
援，缺少管理人员。与父亲商量后，
唐剑毅然选择了“逆行”武汉。

提交申请后，唐剑很快拿到前
往武汉的通行证。当晚 6点半，他
与3名分别来自盐城和南通的同事
一起开车奔赴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对于“逆行”的选择，唐剑表
示，除了家人的支持外，他从小就有
一颗爱国的心，而且武汉确实需要
得到支援，“有机会能够为武汉、为
国家做贡献，我不会犹豫”。

唐剑所在的团队负责安装病房
的通风系统，时间紧，任务重。次日
凌晨 2点多到达现场后，没有休整
时间，立即投入紧张有序的工作
中。唐剑介绍，晚上一般要加班到
两三点，也有通宵的，“基本上每天
睡两三个小时了不得了”。

在现场，唐剑看到了不少来
自 扬 中 的 电 器 设 备 ，感 到 很 欣
慰。他说，“在很多项目能见到扬
中的电气设备，对我们建筑人来
说，更是习以为常。但在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建设现场能看到扬中
制造，依然很激动。这说明在关
键时候，咱们扬中的电气设备，是
不会掉链子的。”

朱鹏 张梦娇 袁刚 徐心俊

“今晚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扬中人唐剑奋战火神山、雷神山建设一线

上午9点半，扬中市民姚俊提
着从该市兴隆农贸市场买来的鱼
和青菜，赶到经开区德云村村委
会，为抗疫一线的村干部和志愿者
们做饭，洗完锅碗后又来到卡口执
勤，直到下午5点多才匆匆赶回家
为读高一的儿子做晚饭。这样的
状态，姚俊已持续多日。

姚俊是扬中市一家企业的供
销员，平日里工作繁忙的他，只
有春节才有时间好好休息上几
天。大年初二，在该市经开区德
云村村委会担任副主任的妻子张
萍随口提到，次日起所有村干部
和志愿者们全员上阵抗疫情，为

了减少聚集用餐带来的风险，提
倡各自回家吃饭，住得远的人中
饭只能凑合着吃一碗泡面了事。

“要不明天起我去给你们煮
饭吧。”姚俊主动说出由他到村
里给村干部和志愿者们做中饭的
想法。

从正月初三开始，姚俊无偿
承担起了给抗疫一线村干部和志
愿者做饭的任务，当起了“掌勺
人”。“入户宣传的那几天，大家早
上8点就开始满村子跑，一个上午
都要走一两万步呢，吃泡面根本
扛不住，多亏了姚大哥给我们做
饭，看着就有食欲，吃得非常踏

实，心里也非常暖和。”德云村年
轻村干部刘良勇说。刘良勇告诉
记者，张萍是他们这帮年轻村干
部中的“大姐大”。作为村里的卫
计专干，她每天不仅要安排好全
村 40个垃圾池、1个垃圾箱的垃
圾清运和消毒杀菌，还要跟大家
一起开展入户调查、宣传动员、卡
口值守等工作，忙到很晚回家是
常有的事。

夫妻俩都在抗疫一线忙碌，
上高中儿子谁来管？家里的老人
谁照顾？张萍告诉记者，儿子上
了高中，学习比较紧张，每天上午
和下午都要上网课，中饭要么是
丈夫姚俊早上提前烧好了留给
他，要么就是自己住在楼上的同
学帮忙送饭照顾；年迈的父母则
送到了哥哥嫂嫂家里，由他们照
顾。“抗疫情是大事，家里人都理
解也很支持我！”她说。

孙薇 黄星龙 徐心俊

妻子一线抗疫
丈夫主动“掌勺”

环卫工配“战袍”
近期，润州环卫所加强对一线作业工人的卫生防护。为负责定点收治

新冠肺炎患者医院生活垃圾清运的工人，专门配发了防护服、护目镜和胶
皮手套等防护用品。让工人“全副武装”上岗，确保健康安全。

施澎 文雯 摄影报道

社区助村民解决
蔬菜滞销难题

回乡探亲军官
成防疫战场普通一兵

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