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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0 日上午袁 记者来到位于洋马镇的上海宝松盐
城重型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采访袁工人师傅正在对一台即将
发往上海宝钢集团的桥式起重机进行出厂前的测试工作遥

野这是我们为上海宝钢集团研制的 20 吨桥式起重机袁
目前正处于出厂前机械尧电气安全性能调试袁近期发往上
海宝钢遥 冶公司副总经理孙瑞介绍道遥

宝松重工是洋马镇规模最大的装备制造企业袁无论是
技术水平还是产品质量袁都牢牢占据着行业领先地位遥 近
年来袁宝松公司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袁从过去单一依托宝钢
集团向多极化市场调整袁在重型机械制造领域有了更多的
话语权遥

该公司重抓生产安全性袁 生产车间随处可见安全标
语袁定期组建安全生产培训袁将野安全生产冶意识深深植入
每个员工心里遥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袁
宝松重工凭借优质的质量尧良好的信誉尧扎实的管理袁成为
宝钢等多家单位认可的定点企业遥

野我们今年产值的规划在 1 亿元左右袁一季度是淡季袁
产值大概在 2000 多万元袁我们有信心完成全年目标遥 冶孙
瑞笑着说遥

瞄准全年产值 1亿元规划要要要

宝松咬定目标不放松
本报记者 仇珺

本报讯渊记者 彭岭冤4 月 1 日晚袁省长许昆林主持召开
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袁研判全省疫情防控形势袁聚焦
重点关键环节袁研究部署对策措施遥 省会结束后袁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周斌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袁贯彻落
实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要求袁部署当前全市疫情防控
重点工作遥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视
视频会议实况遥 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在听取各设区市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后袁 许昆林指
出袁当前全省疫情呈多点多地多源散发态势袁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复杂袁要坚定必胜信心尧增强工作韧劲袁从严从紧从细
从实把各项防控措施落到实处袁 坚决控制住局部聚集性疫
情遥 要快速果断阻断疫情传播链条袁流调溯源要再周密袁在
规定时间内查明活动轨迹袁动员一切力量全力以赴野追阳冶曰

核酸检测要再加密袁传播范围广尧链条不清晰时袁迅速开展
大范围核酸筛查袁不漏一户尧不落一人袁尽快发现潜在的传
染源曰社区管控要再严密袁科学合理尧适当扩大划定风险区
域袁快速实施封控管控措施袁真正让社会面静下来尧停下来袁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遥要持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袁核
酸检测尧集中隔离点尧专业人员等资源力量要加快储备尧保
证充足遥要主动出击强化重点人员管控袁对来苏返苏的重点
地区人员要提前全面掌握信息尧实行严密闭环管理袁对物流
餐饮从业人员尧交通卡口工作人员尧出租车网约车从业人员
等要加密检测频次袁确保早发现尧早处置遥 要依法严厉打击
涉疫违法行为袁 及时通报反面典型袁 引导群众增强法治意
识袁 更好支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袁 凝聚众志成城的强大合
力袁筑牢群防群控的坚固防线遥 渊下转二版冤

县收视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实况
吴冈玉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民冤4 月 1 日下午袁 市委副
书记尧 市长周斌在主持召开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保
障工作推进会时强调袁 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尧 统一思想认
识袁对各项工作进行再分析尧再
研究尧再部署袁压紧压实各方责
任袁扎实抓好督察保障袁深入开
展污染防治攻坚袁 奋力推动我
市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二楼会议室
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视频会
议实况袁县委书记吴冈玉袁县委
副书记尧县长王宁袁县委副书记
孙庆树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周斌指出袁 生态环境是关
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
题袁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
问题遥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从讲
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生态环保
的重要性袁 从惠民生的角度准
确把握生态环保的紧迫性袁从
促发展的维度清醒看到生态环
保的必要性袁 加快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尧 筑牢绿色生态屏
障袁构建大生态尧大环保尧大治
理的工作格局袁 用实际行动坚
定捍卫野两个确立冶尧坚决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遥

周斌要求袁 要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袁 对交办件第一时间查
实情况尧第一时间落实整改袁坚
持源头治理尧精准施策袁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尧改造升级袁以更加
科学的举措彻底消除隐患遥 要
深刻汲取教训袁坚持举一反三袁
迅速组织风险排查袁 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调查调度尧研究会办尧
整改处置尧严肃问责袁确保类似
问题隐患不再发生遥 要扎实抓
好保障工作袁加强服务对接袁细
化防疫措施袁 切实保障督察工
作顺利开展遥 要坚决扛起政治
责任袁压紧压实属地尧部门尧企
业等各方责任袁 常态化开展督
查督办袁 坚定不移地把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工作落到实处遥

周斌强调袁 要坚持以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重要契
机袁积极顺应野双碳冶趋势袁深入
践行野两山冶理论袁加快推进产
业绿色化尧绿色产业化袁坚决遏
制野两高冶项目盲目发展袁加快
新能源产业发展袁 探索建设零
碳产业园区袁 建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袁 及时梳理总结有
效经验案例袁 努力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胜势遥

市会结束后袁 我县随即召
开续会部署相关工作遥 吴冈玉
强调袁 全县上下要以高度的思
想自觉尧政治自觉尧行动自觉袁
对标对表省市委工作要求袁全
力做好督察迎查及保障工作遥
要突出问题整改袁 聚焦上级交
办的生态环境问题清单袁 过细
排查情况袁明确工作路径袁不折
不扣抓好整改遥 要强化自查自
改袁聚焦重点领域尧重点行业和

重点企业袁开展兜底排查袁快速清仓见底袁同时创新监
管手段袁加大执法力度袁切实守住底线遥 各级党员干部
要发扬斗争精神袁增强斗争本领袁以更高标准尧更严要
求尧更实作风袁高质量完成督察各项任务袁向全县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的生态答卷遥

县领导陈俊尧尹胤祥尧王海兵尧徐旭东尧陶晓林尧陈
剑峰尧吴俊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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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31 日凌晨 1 点半钟袁在陈洋高速口袁一辆满载农产品
的卡车缓缓驶上高速袁车身上张贴的野已消毒冶标识格外
显眼遥 这辆车运载着 12 吨来自临海镇永华保鲜库的蒜
薹袁几个小时后将到达上海袁经由上海发放野绿色通行证冶
后袁便可进入上海农产品市场遥

当前袁疫情防控形势严峻遥 为缓解上海疫情防控期间
群众生活物资保障压力袁我县精准施策袁全力以赴畅通农
副产品上海通道袁有序管控上海来射车辆袁源源不断地将
射阳大米尧乳制品尧鸡蛋尧蔬菜尧水产品等送往上海市场遥
据统计袁3 月 27 日-31 日袁我县通过 3 种模式共往上海运
送农副产品 58 车次尧1440 吨袁其中大米 513 吨尧鸡蛋 400
吨尧乳品 452 吨尧鸡蛋液 40 吨尧深加工水产品 15 吨尧西葫
芦 8 吨尧蒜薹 12 吨遥

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袁方能保障农产品顺利抵沪遥 我
县采用野全程闭环尧A-B 岗尧A-B 车冶三种模式做好上海来
射装运农副产品货运司机疫情防控管理袁 确保在最短时
间内将农产品安全送达上海遥 野全程闭环冶模式袁对运输频
次高尧内部管控严尧农副产品来源单一尧使用固定司机尧仅
在企业内部封闭运行尧 实行点对点运输农副产品的规模
农业龙头企业袁经严格评估且镇区和企业做出承诺后袁高
速出口查验车辆驾乘人员健康码为绿码尧持有 48 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袁在车辆驾驶室两侧车门加贴封条后袁由
镇区安排专人护送至相关企业袁 由企业对驾乘人员采取
闭环管控遥 野A-B 岗冶模式袁对需等待装运或难以驳载的农
副产品袁上海来射车辆在高速出口附近的野输沪农副产品
运输车辆交接区冶停靠袁对驾乘人员采取暂时隔离管控措

施袁由发货单位安排本地驾驶员将车辆驶离装货袁农副产
品装好后袁再送至野交接区冶交由原驾乘人员驶离射阳遥 在
交接过程中严格落实驾乘人员健康证明快速查验尧 隔离
管理尧车辆交接尧监督驶离等程序遥 野A-B 车冶模式袁对方便
装卸尧即装即走的农副产品袁上海来射车辆在高速出口附
近的野射阳县农副产品交接站冶袁采取驾乘人员不下车管
控措施袁由发货单位安排本地车辆将农副产品运送至野交
接站冶后袁驳载至上海车辆袁全部装运好后由工作人员护
送至高速驶离射阳遥

野此次运送的农产品正是采用耶A-B 车爷模式遥 3 月 30
日晚 10 点半钟接到任务后袁我们迅速行动袁联合相关镇
区尧部门将农产品安全装载上车袁并顺利送出遥 冶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袁近日还将有 30 吨蔬菜运往上海
市场遥

近年来袁我县聚焦上海市场袁以野接轨上海冶为导向袁
推动农业产业与上海深度融合接轨尧实现跨越转型遥 积极
举办各类招商推介会袁成功落地光明乳业尧华庆保健品尧
品悟食品尧美村食品等一批项目曰积极打造上海等长三角
地区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袁新建成大米集团尧仁康蛋业配
送中心 2 个袁新设立射阳大米尧禽蛋等特色农产品上海直
销窗口 72 个曰积极采用野互联网+冶模式袁和盒马生鲜尧叮
咚买菜网等平台合作袁常年销售射阳大米等特色农产品遥
目前袁合德凤凰农谷园区尧海河万亩有机果蔬园尧四明食
用菌种植基地成功获批 野中国蔬菜流通协会食品安全示
范基地冶袁海河万亩有机果蔬园获批上海市外蔬菜主供应
基地遥

全流程闭环监管尧运送车辆当日可达要要要

我县开启农副产品守“沪”模式

长荡镇咬定全年经济
指标不放松袁以积极主动的
工作态度袁全力突破招商引
资尧载体建设尧民生实事等
重点工作袁掀起野大干二季
度尧冲刺耶双过半爷冶热潮遥 图
为盐城市晟成链传动有限
公司工人在加班加点赶制
订单遥

彭岭 摄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冤4 月 2 日上午袁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周斌来射现场督导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
访交办件整改工作袁 强调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袁以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为契机袁 主动发现问题袁 着力补
齐短板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袁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遥
副市长蒋巍尧 市政府秘书长刘光球参加遥 县委书记吴冈
玉尧县委副书记孙庆树陪同遥

周斌来到合德镇庆南村四组袁 实地察看养殖场整改
情况遥 看到违章建筑已拆除袁 清理出来的空地正进行植
绿补绿袁 周斌肯定整改工作的力度和取得的成效袁 指出
环保问题既是社会问题袁 又是民生问题袁 要坚持把功夫

下在平时尧把责任落到实处袁一经发现尧立行立改遥 要依
法依规推进整改袁 坚决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遥 要充分考
虑民生民计袁注重倾听基层声音尧了解百姓需求袁让群众
真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遥 位于该村组的生活垃
圾转运站日均处理垃圾 250 多吨袁 周斌察看现场环境和
垃圾处理流程后袁 细致询问垃圾分类尧 渗滤液处理等情
况袁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实行标准化管理袁 严格规范操作
流程袁全密闭化清运处置袁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袁切实改善
周边人居环境遥

射阳县淼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南美白对虾
养殖袁 存在废水超标等问题遥 周斌来到池塘尾水处理设

施建设现场袁 察看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袁 了解尾水处理的
方法和流程遥 他指出袁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住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的有利契机袁 坚持问题导向尧目
标导向尧结果导向袁进一步压实责任尧完善方案尧严格标
准袁 按照时间节点加快整改进度袁 确保高标准完成整改
任务遥 水产养殖企业要不等不靠尧主动作为袁向新标准看
齐袁向行业标杆学习袁加快实施池塘生态化改造袁促进养
殖尾水达标排放袁 并努力成为行家里手袁 推动企业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遥

县委常委尧射阳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海兵袁副县
长陶晓林尧陈剑峰陪同遥

周斌在督导我县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交办件整改工作时强调

主动发现问题 着力补齐短板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蒋巍参加 吴冈玉孙庆树陪同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吴贵民冤
4 月 2 日晚袁 省长许昆林在宿迁主持
召开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袁调
度全省疫情防控工作遥 他强调袁 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袁 认真落实党
中央尧 国务院决策部署袁 按照省委要
求袁更加科学严密落实防控措施尧高效
快速处置疫情袁 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省会结束后袁市
委副书记尧市长周斌主持召开续会袁部
署贯彻落实工作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
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视视频会
议实况遥 县委书记吴冈玉出席射阳分
会场会议遥

省会认真听取相关地区疫情防控
工作情况汇报袁并指出袁要进一步扎紧
织牢疫情防控网袁 坚决防输入尧 防蔓
延尧防反弹袁决不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
控成果前功尽弃遥要切实加强校园尧农
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防控袁 坚持人物同
防袁 强化日常监测袁 健全应急处置机
制遥 要毫不放松抓好清明期间防控袁
落细落实清明祭扫防控要求尧 景区防
控措施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袁严格执行
值班值守制度遥要扎实做好市场保供袁
加强供需对接尧畅通运输通道袁保证供
应稳定尧价格平稳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遥

省会结束后袁 我市随即召开续会
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遥市会强调袁各地各
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形势袁 坚决守牢
外防输入关键防线袁 全面夯实基层基
础袁细致查找漏洞短板袁毫不松懈抓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遥 要针对清明假期
防控特殊性袁健全完善工作预案袁更加
严格人员管理袁坚决杜绝群众聚集袁充
实保障力量袁备足防疫物资袁宁可备而
无用袁不能用而无备遥要进一步压实学
校防控主体责任袁持续增进家校沟通袁
更好发挥家庭作用袁 耐心做好服务引
导袁形成有效防控合力遥要更大力度做
好渔船等水上交通工具管控袁 准确掌
握行船信息袁及时推送防控要求袁严密
做好人员闭环管理袁 切实守牢疫情防
控底线遥

就贯彻落实省市会议精神袁 吴冈
玉强调袁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省市最新决策部署上来袁责任再强化尧
措施再优化袁 织密扎牢疫情防控严密
防线遥要强化交通道口查验袁加强力量
调度袁 对重点人员严格落实闭环管理
等措施袁 切实做到全程可监控尧 可追
溯遥 要从严从紧落实清明期间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袁做好宣传劝导袁加大巡查
力度袁严防公墓人员扎推聚集遥要紧盯
重点领域尧重点场所袁严格校园管理袁
细化节后返校方案袁 落实落细农贸市
场尧 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场所各项防
控措施袁全面筑牢疫情防控网络遥要持
续强化海洋渔业疫情防范举措袁 看紧
守牢渔港进出关口袁 对上岸入港等情
况详细梳理汇总袁确保排查全覆盖尧管
控无盲区遥要压实防控责任袁加强自查
自纠袁用好督查野利剑冶袁全力补短板尧堵漏洞袁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歼灭战遥

县领导凌晓东尧洪磊尧胥亮亮尧李东参加射阳分会场会
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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