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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日上午，市委、市政
府在市行政中心市民大厅举行出征
仪式，为我市参加江苏省援黄石医疗
支援队的 20名勇士壮行。市委书记
惠建林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向医疗支援队全体人员致以最崇高
的敬意，向那些已经奋战在湖北抗疫
一线的医疗队员和全市的医务工作
者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良好的祝愿。
市长张叶飞主持出征仪式。

惠建林在讲话中饱含深情地
说，最近一段时间，白衣天使是最高
频的用词之一，全国人民和许多外
国政要以及国际友人都向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白衣天使们纷纷点赞。白
衣天使们在抗疫一线所展现出来的
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坚韧不拔的

战斗意志、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妙
手回春的精湛医术，无不让全国人
民深受鼓舞和感动。今天 20 位勇
士即将投入到抗疫一线，参加抗击
疫情的湖北保卫战，你们身上所表
现出来的崇高品质和良好的精神风
貌，也是镇江这座城市宝贵的财富，
必将更大地激励全市人民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必
将更好地激励全市人民更高水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
代化新征程。

惠建林表示，市委、市政府会在后
方全力做好保障工作，既为大家在抗
疫一线的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也会对
各位的家人给予关心关爱，帮助解决
实际困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投入抗疫

一线工作。衷心希望大家在抗疫一线
早传捷报，早日取得决定性胜利。市
委、市政府和你们的家人以及全市人
民都盼望着大家早日凯旋；也希望大
家通过在抗疫一线的思想淬炼、业务
锻炼，百炼成钢，为镇江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为全市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叶飞说，今天20位勇士奔赴抗
疫最前线，大家用实际行动践行“如
有战、召必至、战必胜”的誓言，体现
了无私大爱的奉献精神，让人深受感
动，希望大家行动一盘棋，按照中央
和省统一部署，服从大局、听从指挥，
发扬救死扶伤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展
现江苏形象、贡献镇江力量；希望大
家干事一股劲，不怕苦、不怕累，连续

作战，把工作做好，把病人救治好；希
望大家履行一个承诺，不仅救治好病
人，更要保护好自己，市委、市政府和
家乡人民期待大家早日凯旋。

仪式上，医疗队队长、市第一人民
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阳韬发言，表
示坚决服从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的部
署要求，始终听从命令，做好标准防
护，注意自身安全。队员间相互协作，
互相关心和帮助，一定会胜利归来。

副市长潘早云向医疗支援队授
予了“医路先锋”党支部旗帜。

市领导郭建、蒋鹏程，市政府秘
书长贾晟，来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市一院、市中医院等医院的医疗支援
队成员和家属代表参加出征仪式。

（记者 胡建伟）

本报讯 11日下午，市委副
书记、市长、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总
指挥张叶飞率领市相关部门负责
人，调研推进疫情防控工作。他
强调，当前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
段，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中央、
省市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
进一步加强领导、压实责任、科学
防治，以实之又实的作风、细之又
细的举措，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
争、总体战、阻击战。

京口区江滨新村是我市规模
最大的开放式老小区，常住人口
8100 多户。在江滨新村第一社
区，张叶飞详细了解社区疫情期
间管控情况，认真查看出入人员
登记台账，对坚守岗位的社区党
员志愿者、社区卫生服务站医务
人员表达了亲切慰问。得知小区
严格执行管控措施，社区卫生服
务站医务人员全天在岗时，张叶
飞对大家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表
示感谢。他强调，社区是疫情联
防联控的第一线，要充分发挥基
层堡垒作用，坚决守好社区防线，
坚持严字当头，加大管控力度，全
方位进行排查。加大宣传力度，
打消群众顾虑，让已返回的外地
人员主动到社区登记报到，让隐
患风险尽快见底。要积极发挥社
区卫生服务站的作用，不断健全
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同时，要以

疫情防控为契机，进一步查漏洞
补短板，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
能力和水平。

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张叶飞
详细询问了医院预检分诊、物资保
障、留观病房调控等相关工作情
况，并向一线医务工作者致以亲切
问候和衷心感谢，叮嘱大家要保重
身体，加强自我防护。他指出，医
院是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一定要
切实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内部管
理，严格落实发热病人预检分诊制
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
早治疗，要严格做好发热病人留
观、密切接触者隔离等工作，全力
阻断疫情传播，为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阻击战多作贡献。

在润州区内的一处密切接触
者集中隔离点，张叶飞详细了解防
护措施、物资配备、生活保障等情
况，并与医护人员、公安民警亲切
交谈。他指出，要严格按照国家卫
健委的最新要求，分类施策、精准
规范地采取留观、隔离等措施。要
加强安全管控，认真做好进出人员
检查检测，加大每日消杀力度，同
时要强化后勤服务，更多地关心关
爱隔离人员的生活和心理，切实做
好隔离人员的保障工作。

副市长王文生、潘早云，市政
协副主席、润州区委书记高国成，
市政府秘书长贾晟参加活动。

（记者 孙晨飞）

张叶飞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

以实之又实的作风、细之又细的举措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我市第二例新冠
肺炎治愈者出院

本报讯 继 2月 7日我市首例
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后，第二例新
冠肺炎治愈者王香（化名），经过市
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 8天来的精心
救治，于2月11日上午出院。

王香于 2 月 3 日确诊后进入
市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此
前，她因与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有
密切接触被列为高度疑似人员，
在 两 次 核 酸 检 测 结 果 均 为 阳 性
后，经专家组会诊，被确定为我市
第 5例确诊患者。

昨天上午，在市传染病医院
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王香缓步走
出病区。此时的她在回忆起当初
确诊后的心情，用“当时很担心也
很害怕，心情非常复杂”来形容，
而对经过 8 天治疗后顺利出院，
她说：“现在心情放松多了。我要
感谢医院所有的医生和护士，是
他们让我重新恢复健康。住院期
间，他们对我也非常照顾。”

11日上午天空飘起的小雨，让
湿润的空气透出一股寒意。站在
王香身边的医护人员不断询问她

“会不会有些冷？千万不能着凉。”
对这样的嘘寒问暖，王香不住感
谢：“谢谢，没事！” （下转2版）

10 日是全市工业企业的复工
日，经过备案和审核后部分企业开
始正式复工复产。记者走访发现，
延期多日，并非一窝蜂一拥而上，全
市工业企业复工有条不紊推进。各
企业严密防控、严阵以待，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前提下有序错时安全组织
复工复产。

大全本地员工到位
条块联动督查跟进

10日是大全集团节后复工的第一
天。早上7点半，大全集团下属镇江默
勒公司员工戴剑，经过2道测体温卡口
接受“晨检”，领到了公司配备的口罩、
乳胶手套，7点45分准时上岗。

此时，大全集团 2000多名扬中
本地员工“各就各位”，开始了新年后
第一天的工作。“我们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和复工指南，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有序安全复工。”集团总
裁徐翔直言，这是企业的责任和必须
的担当，“在为员工配备口罩、手套等
防护用品的基础上，我们恢复了60%
的产能，外地员工一律要待命到疫情
解除才能返岗，‘守土有责’，不能让
病毒因大全员工而传播。”

中午 11点 15分，戴剑并没有在
公司食堂吃饭，而是独自开车回家，

“特殊时期，出于对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考虑，回家吃饭比较好。”记者在食
堂看到，300 多张 4 人餐桌多为“空
置”，少数就餐员工按照公司的就餐
要求，严格执行“一人一桌制”。“我们
提倡疫情防控期间回家用餐，如果需
要在食堂用餐，提前一天申请，我们
会做合理安排，错时用餐，保证一人
一张餐桌，同时就餐的人数不超过
300人。”徐翔介绍，他们对厂区进行
定期消毒，加强了车间、食堂、办公场
所的通风换气，暂停使用中央空调，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多穿点衣服，避
免受凉感冒。”疫情防控期间，大全集
团还停止了员工非必要的出差，采取
视频会议、邮件等方式办公，以降低
交叉感染的风险。

产能部分恢复，如何完成在手订
单？徐翔介绍，一方面他们已经和客
户对接，按照实际需求梳理出了“清
单”，并根据目前的产能制定生产计
划，急单优先安排，集中力量保证重
点工程、重点项目的生产任务及时完
成；另一方面，他们也与供应商进行
了沟通，协调生产材料配套到位，“目
前来看，在与客户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我们正在有序生产。”

下午1点15分上班，体温正常的
戴剑，领到了新口罩，再次回到工作

岗位。午休期间，车间已经进行了消
毒。此时，机器轰鸣，生产线上工人
们有序作业，一如从前，却又不同。

企业有序安全复工，部门联动督
查指导。继 9日现场审核大全集团
复工资格，10日市工信局副局长刘
荷生再次来到现场督查，“职工排查、
防护是否到位”“有没有进行生产流
程优化”……每个环节都一一对照复
工指南，严格把关。

目前，2000 人以上的企业复工
由市防控指挥部进行审批。9日下
午，在接到扬中市政府提交的复工申
请后，市工信局会同市应急管理、卫
健委、生态环境等部门，赴大全集团
根据有关要求逐条检查、审核。当
晚，企业拿到了审核通过的通知。

刘荷生介绍，工信部门与各市
区已经形成了联动，对企业复工情
况实施动态监测。“一方面对复工
企业、人员等情况摸清楚，同时督
查疫情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另
一个重点是，企业生产中的安全、
环保等措施也要执行到位。”目前，
企业防控组已将卫健委、市场监
管、应急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人
员，充实到驻点督查组，加大督查
抽查和指导力度，通过条块联动确
保企业有序安全复工。（下转2版）

本报讯 11日上午，市委副
书记、组织部部长李健赴丹徒区，
深入农业龙头企业，检查疫情防
控期间企业复工和复产情况。

在世业镇开心农场，李健详
细询问了农场防疫消毒、复工复
产等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并充分肯定了世业镇“线上企业+
大户、大户+农户”的产销衔接做
法。在幸运食品有限公司，李健
实地察看了产品生产线，细致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和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

检查中，李健指出，企业要认
真履行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的主
体责任，严上加严落实好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严格落实消毒、返岗
人员健康状况登记、工作人员佩
戴口罩、体温检测登记等措施，加
强企业员工疫情防护知识宣传普

及，自我防护，打好“疫”战，抓好
生产。要严密排查管控外来人员
和车辆，尽量招用本地工人，最大
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风
险，确保企业正常安全生产。

李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
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实好疫情防
控期间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企业复
工复产期间疫情不扩散、安全有保
障。同时，聚焦疫情对经济运行带
来的冲击和影响，在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前提下，要深入分析研究形
势，及时了解政策信息，及早抓好
工作谋划部署，全力支持和组织农
业龙头企业复工复产。此外，要积
极协调解决好企业在疫情防控、
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保障好生产原料、产品等物资
运输，确保企业复工复产安全平
稳有序。 （记者 周 迎）

本报讯“为防疫一线人员购
买定制保险”“大力提拔奖励表现
突出的防疫一线人员”“对援助湖
北的医护人员，给予一次性慰问
金 1万元”，为切实加强对医护、
村居和企业网格、公安等坚守疫
情防控一线人员关心关爱，镇江
新区党工委 10 日出台防疫一线
人员暖心六条措施。

措施提出，开通平安信息亲
情服务——由所在单位党组织班
子成员以视频、短信、电话等形式，
向长期在一线值守人员的家属报
平安；对连续奋战在一线的人员，
每天提醒与家人通过视频连线

“远程拥抱”；对双职工均在一线或
确有需要的，可借助“好未来”平
台，安排时间远程辅导子女功课。

安排防疫一线人员与家人补
过春节——对春节期间防控疫情
放弃休息的一线人员，疫情结束
后，可安排调休与家人团聚。对
连续高强度工作的一线人员，根
据其工作负荷、身体状况实行“劝
休”。对直接接触确诊患者的一
线人员，提供专门休息场所。

为防疫一线人员购买定制保
险——给未参加江苏省工伤保险
的基层一线防控人员购买新冠肺
炎综合保险。在疫情防控期间，
受到病毒感染或意外伤害的，由
保险公司进行赔付。对直接接触
确诊患者的一线人员，及时进行
全面健康体检。对其他一线人
员，根据需要由各单位就近组织
专项健康体检。 （下转2版）

复工首日严密防控 工业企业严阵以待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同舟
共济

参加江苏援黄石医疗支援队
20名勇士赴战“疫”最前线

惠建林讲话 张叶飞主持出征仪式

保障湖北养殖
企业不“断粮”

连日来，中储粮油脂镇
江基地大豆压榨、油脂精炼、
包装油车间，开足马力保障
豆粕及成品油供应。在收到
湖北省家禽业协会向中储粮
集团公司等企业求助支援豆
粕等饲料原料的相关信息
后，镇江基地作为距离湖北
最近的加工基地，4日起复工
复产，全力保障湖北家禽饲
料企业豆粕供应，先后向湖
北发运4船豆粕，累计8135
吨，有效缓解了湖北养殖企
业“断粮”危机。
严帅 施宇飞 王呈 摄影报道

对援湖北医护人员每人发放慰问金1万元

镇江新区暖心六条保障“最美逆行”

市领导检查疫情防控期间
农业龙头企业复工情况

生命重于泰山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是命令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防控就是责任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镇江日报镇江日报 宣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