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句容加大人才服务
奖补支持企业复产发展

本报讯 为有效帮助企业复产发
展，日前，句容市进一步简化手续，及
时为全市 68家设立企业人才工作服
务站的企业及人才服务专员，发放了
工作奖励和经费补贴。

2019年句容市人才办、人社局联
合开展了企业人才工作服务站建设工
作，选聘企业人力资源业务骨干为人
才服务专员，做好人才政策咨询、人才
载体创建、人才项目申报、人才待遇落
实等工作。经申报审核，首批 75家服
务站在全市重点企业（创业园、产业
园）设立。与此同时，还制定出台了考
核暂行办法，落实人才专项奖补，对年
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等次的服务站，
给予其服务专员 1000元/年的工作经
费补贴，对考核为优良、良好等次的服
务站，另给予服务站 10000 元/年和
5000元/年的工作奖励，其中20%要用
于对服务专员的奖励。

经对各服务站 2019年场所配置、
制度建设及作用发挥等情况进行综合
考评，最终评定建华建材、金合能源科
技等 5家设站企业为考核优秀，16家
设站企业为考核良好，47家设站企业
为考核合格。 （志琴 雅仙 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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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表扬先进凝聚团结奋斗
精气神，众志成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近日，市委市政府和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分别通报表彰了在疫情防控一
线表现突出的 2名先进个人和 3个先
进集体。

此次获得“镇江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两名先进
个人分别是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科主任
潘洪秋与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护士孙
如杰。

今年 55岁的潘洪秋已经当了 30
年医生，先后经历过 2003 年抗击非
典、2009年抗击H1N1甲流以及 2013
年的人禽流感防疫战，此次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他再次冲到一线。在隔
离病区内，潘洪秋除了为患者进行救
治，还帮助患者心理疏导。在全市首

位患者出院后，潘洪秋仍在与他每天
沟通，了解他后期康复情况。

市第一人民医院 ICU护士孙如杰
出生于 1990年，疫情发生后，他第一
时间主动要求进入负压病房，在高风
险下贴身护理我市的重症患者。一个
批次的工作结束后，孙如杰再次要求

“进仓”，连续工作两个批次。他说，自
己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这一次看见
身边很多党员奋不顾身地冲锋一线，

“希望党组织能在实践中考验我。”
由于在医疗救治、疫情检测等工作

中表现突出，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科、市传染病医院（镇江市第三人民医
院）新冠肺炎救治医疗队、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检验科3个先进集体被通报表
扬，将由市人社部门按规定记功奖励。

市一人医重症医学科承担着我市

新冠肺炎确诊重型病例的救治任务，
医院前后共派出 12名医生和 21名护
士进入负压病房。在所有医护人员不
顾生死、不分昼夜地救治和护理下，全
省首例重型患者已于2月29日出院。

市三人医新冠肺炎救治医疗队自
1月 26日起，共收治了 10名新冠肺炎
确诊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
截至 2月 22日，10名患者全部治愈出
院，全院患者“清零”为我市夺取疫情
防控阻击战的最终胜利鼓足了信心。

在新冠肺炎患者的确诊判定中，核
酸检验结果是一项重要标准。市疾控
中心检验科是一支26人的“娘子军”，总
计4000余次样本检测量，最忙时段只
能睡在更衣室的她们，是我市新冠肺炎
防控阻击战中的“幕后英雄”。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总指

挥、市政府秘书长贾晟表示，本次表彰的
3个先进集体和2名先进个人都奋战在
高风险岗位、奉献在疫情一线，他们是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代
表，希望通过表彰先进，激励全市上下以
更加高昂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
务实的举措，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督查督导组组
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毛健表示，疫情
发生以来，市委组织部第一时间向全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发出了“八个带头”
的号召，出台了关爱激励20条措施，下
一步，组织部门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
求，进一步加大关爱激励力度，旗帜鲜
明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在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战
场”担当作为。 （记者 王 露）

本报讯 连日来，由江苏艾克
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招聘
通”空中招聘系统，正在全国各地得
到广泛运用。据公司总经理赵双宏
介绍，该系统虚拟了现场招聘业务
流程，从招聘企业报名、岗位发布，
到企业与求职者的参与对接，实现
了招聘服务的远程化、数字化和全
场无接触面对面。目前，该系统已
为长春、舟山、晋江等 80多个地区
提供了线上招聘服务，已举办网上
招聘会160余场，并有100余场正在
举办中，有效解决了疫情期间企业
用工、人员就业的难题。

赵双宏告诉记者，作为一家互
联网企业，他们敏锐地捕捉到疫情
发生后“危中有机”的企业发展机
遇，年初四即组织精干力量，着手开
发这套系统，经过昼夜加班加点，于
2月14日开发成功。赵双宏还介绍
说，企业支部所属“e创小镇”党委十
分关注系统开发工作，为系统开发
协调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力助系
统早日开发成功。

记者了解到，针对园区互联网
企业集聚的特点，疫情发生后，“e创
小镇”党委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引导企业扬长避短、“危中抢机”、尽
快恢复产能，在其积极推动下，截至
目前，园区规上企业已全部复工复
产，规下企业复工复产率超80%；复
工复产企业人员到岗率达 85%，园
区各家互联网企业的产能正在快速
恢复中，互联网企业将迎来新的爆
发增长点。

京口区象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顾
洪涛表示，街道结合互联网企业发
展形势，顺应互联网党建发展趋势，
于2018年1月成立“e创小镇”党委，
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筑牢“红色
根基”，以“红色引擎”激活互联网企
业发展活力。其中，e 创小镇中的

“e”代表小镇重点发展以网络游戏
主导的互联网创意产业；“e创”取其
谐音“易创”——容易创业。

2019年年底，江苏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网信办主任徐缨，专程到

“e创小镇”调研指导工作，对“e创小
镇”党委以及“江苏金海星”党支部

“党建让互联网企业更美好”的各种
鲜活做法给予肯定。

据了解，e 创小镇现有互联网
企 业 60 余 家 ，从 业 人 员 1000 余
人。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小镇构
建了“街道党工委—e 创小镇党委
—企业党支部”三级工作机制，突
出政治功能，打造“红色堡垒”。针
对互联网企业思想活跃、文化多
元、影响面广的实际特点，“e 创小
镇”在“新”“微”“实”“活”上下功
夫，坚持线上与线下同步发力，通
过党建微会议、微课堂、微公益等
形式，变大为微、化繁为简，利用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打破传统
党建工作“限时、限地、限人”束缚，
开展党员职工易于接受的党建活
动。同时在小镇互联网创新创业
中心搭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企业
展示馆、组织生活室、群团活动室
等多个功能室，定期研讨交流党建
心得、开展各类党建活动，探索出

“组织融入、资源融合、关系融洽”
的“三融”工作法。

“e创小镇”还突出“凝心聚力”，
实施“双培养”计划，将业务骨干培
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
推动企业党的建设与人才队伍建
设、生产经营管理等有机融合。以
党建指导为撬点，向互联网企业党
组织派驻 7名党建指导员，通过设
立党员示范岗，开展“亮身份、亮职
责、亮承诺”等活动，提升党组织和
党员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质效，提
升党员身份认同感。 （下转2版）

市三人医新冠肺炎确诊救治病
区内，不久前，一名患者曾遇上一件

“麻烦事”——病房内的马桶坏了。
求助之后，一名穿着防护服、被口罩
和护目镜遮得分辨不出面孔的医生
来帮他通了马桶。这位医生就是潘
洪秋，市三人医肺科主任，同时也是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市专家组成
员之一。近日，他获得“镇江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今年55岁的潘洪秋已经当了30
年医生。这 30年来，他一直坚守在

结核病防治一线。在此过程中，无论
是 2003 年抗击非典、2009 年抗击
H1N1甲流，又或是2013年的人禽流
感防疫战，潘洪秋始终第一个上阵，
带着团队取得过治愈全省最重甲型
H1N1患者、实现甲流全市“零死亡”
等骄人战绩。

此次面对新冠疫情，潘洪秋早就
做好了打一场“恶战”的足够准备。1
月 26日，全市第一例确诊患者被送
来医院后，潘洪秋再一次走进了他熟
悉的隔离病区，并带去自己多年来在
传染病救治上的经验。他说，这些年
来，每次进隔离病区时都情势紧迫，
紧迫到什么也来不及思考，内心反而
只有平静，“不管遇上什么新型病毒，
困难再大，大家首先要鼓足信心。”

“接收第一例病人的时候，我们

一开始确实也很棘手。一来是这种
病的病情变化快，大家没有接触过；
二来病人情绪过于紧张、焦虑。”潘洪
秋介绍，第一例病人是名研究生，刚
进隔离病房时思想负担很重，为了安
抚患者的情绪，潘洪秋主动加了他的
微信，每天通过视频或聊天给他做心
理辅导，并结合他的病情，快速制定
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

经过 12 天的全力救治，2 月 7
日，这位患者成为我市首例新冠肺炎
治愈者，顺利出院。直到现在，潘洪
秋还与患者进行每天沟通，了解他后
期进一步康复情况。

在确诊救治病区日夜奋战的 14
天里，为了减少防护服的使用，潘洪
秋带头承担起端汤送饭、收集生活垃
圾的任务。 （下转2版）

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安全
生产执法检查的“拳头”和“尖刀”威
力正在全市上下日益凸显。

去年以来，尤其是“3·21”响水天
嘉宜爆炸事故发生以来，全市各级聚
焦高风险行业领域，集中开展风险隐
患大排查大整治，促进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向好。

当前，应对疫情防控，市应急管
理部门严把复工关，对提交复工的危
化、工矿、建筑等重点行业企业实行

“双报制”，报应急管理部门审核安全
状况，报属地政府审核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确保企业在防控疫情的同
时有序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升安全
管理水平，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高压执法，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全市企业陆续安全有序复工。

应急管理部门主动作为，在积极参与
全市复工指导工作同时，安排力量强
化对工贸及危化品企业内部疫情防
控、复产复工安全检查力度，督促企
业强化对关键工艺及重点设备设施
的检查维护，坚决做到疫情不进厂
区，不安全不生产。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突出重点行业
领域，严格开展监督检查执法，为安全
生产工作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波堤。

去年三四月份，我市丹阳龙江钢铁
接连发生两起亡人事故，镇江、丹阳两
级应急部门及时成立工作小组，驻厂推
进整改工作，用两个月时间，对企业实
施停产整顿，开展隐患排查。在8月份
的省检查中，该企业已消除重大隐患。

检查中，市执法支队还发现，金叶
螺旋桨有限公司将乙醇存放在打磨车
间旁的临时建筑物内，未储存在危险化
学品专用仓库内。市安全生产监察支

队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向其下发行政处
罚告知书。没有一罚了之，而是问诊支
招。支队人员及时指导该公司建立危
化品周转库，帮助解决存放难题。

这只是市应急管理局开展执法
检查护航安全生产的缩影。去年以
来，该局雷厉风行，持之以恒抓牢安
全生产执法，督促企业全面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着力防范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向好。2019年，全市实际监督
检查企业 3273家次；立案总数 1065
件，事前执法立案1013件，事前立案
数与上年同比上升 58.78%，事前执
法立案数占立案总数的95.12%。

创新举措，制度建设重在长效

执法检查不是目的。细化工作
举措，建立长效机制才是根本。

（下转3版）

2月 24日，从恢复正常的大港
汽渡，记者登上了三面环江的丹徒
区高桥镇。江畔春水骀荡、绿草茸
茸，江北的这方热土春光正好。而
镇内井然有序、日益忙碌的往来车
辆正印证着高桥为推进复工复产、
危中抢机做好了各项准备，开启了
新的征程。

来到高桥港区三益桥作业区的
江苏润祥高桥港务有限公司，远远
望去，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油气物流
园已峥嵘初显。一个 5万吨级油品
码头屹立于江上，码头上的灯塔、环
境监测仪、系缆桩……都在默默待
命，林立的各种管道与库区 10多只
储罐、配套设施作好连接，整洁的厂
房，生态的园区业已建成。

润祥港务副总经理陈军则兴奋
地告诉记者：“眼前的油品项目一期
陆域、水域主体工程已全部建成，码
头岸线去年 11月获交通部审批，目
前可谓万事俱备，只待项目检测验
收的‘东风’了！”

润祥油气物流园作为我市重
点产业项目，包括了油品和液化天
然气（LNG）两个项目，项目占地
760多亩，总投资达到 47亿元。目
前油品项目一期正在进行联调联
试，预验收，力争 9月份竣工验收，
四季度正式运营，为周边提供成品
油、燃料油、润滑油的仓储、调和与
销售等服务。

贯彻长江大保护战略，配套国
家“气化长江”的部署，在长江内河
规划建设 LNG 加注站和接收站项
目，他们更是首个“吃螃蟹”的，陈军
自豪地说，LNG项目一期规划建设1

个可靠泊 2艘 4万立方米 LNG船的
接收码头、1个万吨级加注码头和 2
座 10 万立方米的储罐等配套设
施。项目已分别列入了国家布点
规划，也被交通运输部列为“长江
干流江苏段水运行业应用 LNG 试
点示范项目”。

正在码头岸线报批中的LNG项
目，计划上半年完成项目核准，下半
年开工建设。LNG项目建成后，除
了具备接卸、中转、仓储和加注等功
能外，他们已与江苏沿海输气管道
公司签订协议，可将 LNG气化输入
江苏“一纵四横”多环网状区域LNG
管网，并与长江南北的国家管网互
联互通，通过管道可送到镇江居民
和企业用户，还可为周边其他城市
提供应急调峰和服务。

“润祥油气物流园是我们长期
坚持的一个重大项目，将为我市能
源物流产业大发展，提供一个近在
咫尺的大型油气田。”高桥镇党委书
记刘永利用了一个非常形象地比喻
为记者揭示了高桥将能源物流作为
主导产业建设后的无限可能。“未
来，随着五峰山长江大桥的建成，连
淮扬镇铁路和江宜高速、233国道等
通车，高桥作为‘北桥头堡’的突出
区位优势和岸线资源优势将愈发彰
显，这里的临港产业和江海河中转
物流业必将有爆发式增长。”

在高桥境内，通过一条 6 公里
长的疏港大道连接，在高桥港区上
游的荷花池作业区，另一个市重点
产业项目——孟家港国际物流中心
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

（下转2版）

“红色引擎”激活京口
互联网企业发展活力

“e创小镇”发展成为镇江唯一网游研发、运营基地

咬定项目不放松 淘尽黄沙始到金

高桥：能源物流产业“快马加鞭”
“镇江健康码”启用首日

游客凭“码”入西津渡
3月 1日，市西津渡文旅

公司和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
区志愿者在西津渡历史文化
街区入口处，指导并查验入园
市民获取、出示“镇江健康
码”。当日，我市正式全面启用

“镇江健康码”，民众进入公共
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应
按规定出示健康码。

文 雯 摄影报道

旗帜鲜明鼓舞士气 凝心聚力夺取胜利

我市表彰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集体与个人

“疫”路逆行，他主动与患者加为“微友”
——记市第三人民医院肺科主任潘洪秋

“疫”线先锋

铁腕执法，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镇江奏响安全生产最强音报道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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