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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吴杰婷 吴贵
民冤4 月 15 日晚袁在收听收看省疫情
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后袁 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周斌主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
工作视频调度会遥 他强调袁要坚决贯
彻省委尧省政府最新部署要求袁压紧
压实防控责任袁 落细落实防控措施袁
争分夺秒干净彻底扑灭疫情袁以最短
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见底袁坚决遏制
疫情扩散蔓延袁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我县在县行政
中心二楼会议室设分会场组织收听
收看视频会议实况袁市委常委尧常务
副市长勾凤诚袁副市长王连春袁副市
长尧市公安局局长谢继步袁县委书记
吴冈玉袁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袁
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出席射阳分会场
会议遥

会议听取本轮突发疫情的应急
处置情况汇报袁与会市领导和相关专
项工作组就如何扑灭疫情进行深入
研究讨论遥 周斌指出袁本轮疫情的发
生再次警醒我们疫情防控一刻也不
能放松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形势
的极端严峻性袁 认真分析存在问题袁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袁咬定野一个潜伏
期内实现社会面清零冶目标袁严而又
严尧紧而又紧尧细而又细抓好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袁坚决控制住局部聚集性
疫情遥要更加严格中高风险地区来盐
返盐人员管控袁 全力守牢城市 野大
门冶袁把严重要通道卡口袁加快流调溯
源进程袁尽快堵塞风险漏洞袁筑牢外
防输入坚固防线遥要持续开展重点区
域人员核酸检测袁 合理布局点位袁配
足检测力量袁 更快提升核酸检测采尧
送尧检效率袁全面提高突发事件处置
能力袁确保第一时间摸清底数尧管控
到位遥 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袁做好人
员培训袁明确职责分工袁规范工作流
程袁备足防控物资袁推进协同作战袁及
时准确回应群众关切袁坚决果断及早
扑灭疫情遥

会议就疫情处置中新发现的问
题隐患进行研判部署遥 周斌强调袁相
关地区和部门要扎实做好高速公路
防控袁加密路面巡逻巡查频次袁全面
修补破损隔离设施袁依法驱离违停车
辆袁筑牢疫情防控防线遥 要按照防控
要求袁及时安全清理沿线垃圾袁规范
垃圾处置流程袁 防范风险扩散外溢遥
要更多关注高速沿线村庄袁适度扩大
重点区域范围袁严格落实核酸检测要
求袁确保各类重点人群野应检尽检冶袁
真正做到早发现尧快处置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吴冈玉强
调袁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这次突发疫
情的严峻性尧复杂性袁把疫情防控作
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来抓袁坚定信
心尧共克时艰袁以最快速度尧最有力举
措阻断疫情传播链条袁坚决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遥要从紧从细抓好应急处
置袁按照条块结合原则袁各级党员干部全面动起来袁统筹协
调多方力量袁 快速精准开展流调溯源和全员核酸筛查袁严
格落实分级分类管控措施袁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社会面
清零遥 要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防控工作袁坚持野人物环境冶
同防袁统筹做好交通卡口管控尧重点人群筛查尧隔离点扩
容尧困难群体保障等各项工作袁坚决守好疫情防控防线遥 要
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袁公开尧透明尧权威发布最新疫情
信息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袁引导群众提升防控意识尧消除恐
慌心理袁凝聚起群防群控的强大合力遥

县领导凌晓东尧陈俊尧付阳尧洪磊尧胥亮亮尧刘成志尧陶
晓林尧李东参加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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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 彭岭冤4 月 16 日晚袁在收听收
看省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会议后袁市委副书记尧市长周斌
主持召开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遥 他强调袁要清醒
认识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复杂形势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
上袁认真落实省委尧省政府部署要求袁强化底线思维袁全面
排查风险隐患袁从严从紧抓好各项工作袁尽快扑灭局部聚
集性疫情袁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遥 市
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勾凤诚袁副市长王连春袁副市长尧市公
安局局长谢继步袁县委书记吴冈玉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
晓荣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会议听取我县突发疫情的最新处置情况汇报袁与会市
领导和相关专项工作组就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进行了研究
讨论遥 周斌指出袁要坚持快流调袁野三公冶协同作业袁各环节
紧密衔接袁全面摸清人员底数袁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扩散
蔓延遥 要强化筛干净袁扎实做好核酸检测工作袁组建灵活机
动队伍袁配足检测人员力量袁加强能力素质培训袁全力提升
野采尧送尧检尧报尧核冶效率袁尽早将所有潜在感染者筛查出

来遥 要保持静下来袁按照野分区分级管控冶要求袁统筹好动与
静的关系袁让社会面慢下来尧静下来袁努力为疫情处置留下
空间遥 要确保管到位袁采取更加严格管控措施袁减少交叉感
染风险袁尽快切断传播链条袁坚决杜绝外溢扩散遥

周斌强调袁当前袁全市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袁各
项工作任务艰巨繁重遥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过细做好重点人
员排查袁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袁整合查验数据资源袁分类管
控中高风险地区来盐返盐人员袁及时掌握在外务工人员情
况袁确保防控工作不留死角遥 要全面加强高速公路沿线巡
查袁严防严守各类交通卡口袁规范安全清理沿线垃圾袁确保
将病毒拒之野门外冶遥 要从严强化社会面管控袁充分发挥医
院尧诊所尧药店等各类野哨点冶作用袁扎实做好重点人群野应检
尽检冶工作袁完善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袁广泛开展防疫知识
宣传袁筑牢群防群控坚固防线遥 要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袁
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尧市要求袁聚焦流调队伍尧隔离场所尧核酸
检测尧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袁全力推进硬件设施建设袁全面
加强人员培训袁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遥 要更大力度做好

农产品销售工作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袁组织形式多样的推介
展销活动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袁最大限度消除疫情对农
产品销售的不利影响袁会议还就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尧高速公
路渊国省道冤沿线检查巡逻等工作交流了经验做法遥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袁进一步做好我县疫情防控工作袁
吴冈玉强调袁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最紧要最吃劲的关键时期袁
全县上下要与时间赛跑袁尽锐出击尧全力以赴袁落实落细野防
扩散尧防外溢冶各项举措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要从速
从细做好流调溯源尧转运隔离等重点环节袁环环相扣尧紧密
衔接袁切实遏制疫情扩散蔓延遥 要尽可能减少非必要流动袁
紧盯封控区尧管控区尧隔离点等重点区域袁有序推进全员核
酸检测袁确保做到不漏一户尧不漏一人遥 要用心用情服务民
生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袁做好物资保供保畅袁营造共抗疫情尧
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遥

县领导陈俊尧洪磊尧胥亮亮尧刘成志尧李东参加射阳分会
场会议遥

省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射阳分会场会议要求

与时间赛跑尽锐出击全力以赴
坚决打赢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

勾凤诚王连春谢继步吴冈玉崔晓荣邱德兵出席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记者 刘燕 王瑾 杨健
王延青冤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袁县委尧县
政府为全县各大商超尧 农贸市场积极协
调各类商品货源袁 多举措做好居民的日
常蔬菜尧肉类尧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
给袁实现野应供尽供冶袁让居民安心防疫遥
目前袁县城已储备大米 500 吨尧肉类 100
吨袁重点商超尧农贸市场蔬菜尧米面油尧禽
蛋以及其他副食品日交易量在 35 吨左
右袁库存量稳定在 150 吨以上遥

4 月 16 日上午袁 记者走访全县多家
大型商超尧农贸市场后了解到袁这些保供
点多方组织货源袁加大备货力度袁畅通线
上购物渠道袁 保证各类民生必需品供得
上尧不脱销尧不断档遥

上午 7 时许袁 在兴海路农贸市场门
口袁市民们经过查验野场所码冶尧测量体温
等程序后袁井然有序进入市场遥 据市场负
责人孙伟娟介绍袁 当前市场在全面落实
各项防疫措施的同时袁积极补货袁目前日
可供应猪肉 600 公斤尧蔬菜 500 公斤尧水
产品 400 公斤尧鸡蛋 450 公斤遥 农贸市场
附近的居民顾克才说院野菜场菜没有涨
价袁价格很实惠袁老百姓吃了也放心袁挺
好遥 冶

上午 10 时许袁位于特庸镇仁康蛋业
的生产车间内袁 自动化生产设备有条不
紊地运行袁一枚枚鸡蛋经过严格筛查后袁
源源不断地下线尧打包尧装箱遥 据了解袁仁
康蛋业是一家集蛋鸡养殖尧蛋品研发尧蛋
液生产销售及提供服务解决方案于一体
的现代化农牧食品生产企业袁 鸡蛋年产
量超过 1.5 万吨遥 仁康蛋业董事长助理贾
云飞告诉记者袁当前鸡蛋日产量在 40 吨
左右袁 足够保证全县市民对于鸡蛋的需
求遥

下午 1 时许袁 苏果超市的货架上鲜
美的肉制品尧新鲜的水果摆放有序袁米尧
面尧 油等物品被摆得满满当当袁 记者发
现袁货品价格都保持在原有价格袁肉类价
格还略有下调遥 为满足出行不便居民的
购物需求袁苏果超市专门开通公众号尧热
线电话和微信订货群袁通过线上下单尧线
下配送的方式袁 将相应商品及时送到小
区门外袁再由志愿者野接力冶送至居民家
门口遥 野正在做的是一个包括蔬菜尧肉品
的套餐包袁 我们会把这个套餐包的信息
发到全县各个业主群袁 业主可以根据需
要在群里直接下单遥 冶店长周海峰说完便

在群里查看信息及时下单遥
下午 5 点钟袁记者在县城家家悦超市见到袁粮尧油尧

肉尧菜尧果尧蛋等生活物资充足袁货架上生活必需品码放
整齐袁果蔬尧肉类品种丰富袁前来采买的顾客保持距离袁
有序挑选所需商品遥 市民刘玉梅准备到超市买点物资
进行储备袁逛了一圈后袁欣然表示院野看到工作人员还在
不断地备货袁觉得大家不要过度囤货袁等家里东西吃完
用完后再来购买遥冶超市店长陈林刚刚盘点完仓库的库
存货品袁立即电话对接联系明天物品的运输袁他告诉记
者院野超市原先每天蔬菜水果 1 车货袁 现在加量到 4 车
货袁将近 12 吨袁虽然运费近期会有些调整袁但不会让消
费者买单袁而且还会定期推出特价商品袁确保老百姓的
菜篮子尧米袋子货足价稳遥 冶

据悉袁县商务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 6 家保供
商超尧4 家农贸市场尧10 家重点保供企业袁 全力保障全
县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遥 县商务局副局长陈远
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院野我们立即启动由大型批发市
场尧大型商场尧超市以及农贸市场等组成的保供体系袁
组织广大保供企业加大采购量尧增加库存量袁同时每天
做好市场供应的监测和预警袁让市民吃下耶定心丸爷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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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黄沙港袁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遥
黄沙港渔港码头袁渔船马达轰鸣袁岸上货车来回穿梭袁渔

民的吆喝声尧 收购商的计数声此起彼伏噎噎 野这次渔获大概
1000 公斤袁有鮸鱼尧小黄鱼袁还有虾皮尧虾米等袁在市场上很受
欢迎袁基本船一到岸就被订购商抢光了遥 冶在船上工作 30 年的
包永和告诉记者遥

近年来袁我县挖潜资源优势袁做活向海文章袁撬动渔业经
济高质量发展遥 野2021 年袁我县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18.4 万吨尧
渔业经济总产值 129 亿元袁渔业经济总量列江苏省第五位尧盐
城市第一位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道遥

抱团促发展袁成就富民野鱼满舱冶
去年袁黄沙港已实现泊船 800 艘尧交易额 30 亿元的目标遥

野近年来袁我们全力推进耶以港兴镇尧以渔富民爷战略袁重抓渔港
建设袁突破海洋捕捞袁不断激发特色渔业经济活力袁努力加快
富民强镇进程遥 冶黄沙港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遥

在政府的高位推动下袁万吨冷库尧渔政大楼尧黄金海岸小
区尧水产品交易市场等拔地而起噎噎渔民越来越多袁渔船越来
越大袁而海洋渔业生产是个特殊行业袁容易产生航行碰撞尧劳
资纠纷等袁如何解决这一难题钥 该镇独辟蹊径要要要组建行业协
会袁开启野抱团式冶发展模式遥

野我们每年与船东尧船长尧码头主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袁通
过微信群尧北斗终端尧卫星电话等形式建立与渔船之间的通信
网络袁及时做好渔船海上应急尧纠纷尧涉外等事件的处置工作遥 冶
黄沙港渔业协会副会长陈昌洲告诉记者袁 在协会的管理下袁渔
民们合理分配捕捞时间与区域袁渔业捕捞形势蒸蒸日上遥

一隅渔火成为江北水乡的最美点缀袁 也让这里的人们过
上了殷实红火的日子遥野现在袁普通工人每个月能拿到 1.5 万元
左右工资袁最低的也有 1.3 万元袁有些收成好的渔船能达到 2
万元一个月遥 冶包永和笑着告诉记者遥

推动深加工袁渔业走进新野蓝海冶
日前袁 记者在怡美食品有限公司加工车间看到一派繁忙

景象院一条条摆放整齐的小黄鱼正在被从冷库中运出尧清洗袁
送入自动化鱼圆生产线曰不远处的工作台上袁一筐筐虾米被烘
干尧加工尧包装噎噎这些经过精细加工的海产品不久将装车发
往全国各地以及韩国尧俄罗斯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遥

近年来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水产品市场流通尧消费环
节都受到严重冲击袁导致水产品积压严重袁品质有所下降袁基
础水产品的经济效益被进一步挤压遥 但在现行的消费市场上袁
基于庞大的潜在消费者袁半成品水产品需求呈逐年递增状态袁
加工水产品越发受市场欢迎遥 野水产品深加工细分市场非常

多袁比如鱼糜制品加工尧紫菜加工尧调味品加工尧干制品加工
等袁像我们生产的梭子蟹尧淡干虾皮尧虾仁尧鱼丸非常受市场欢
迎遥 冶怡美食品公司董事长潘凤涛表示袁发展水产品深加工不
仅能提高水产品附加值袁更能拓展消费市场袁更加有利于渔业
发展遥

如今袁 水产品加工业已成为我县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成为助力全县渔业产业化尧专业化的重要推动力遥 野随着消
费者对多元化尧个性化产品的追求持续攀升袁以水产品为核心
的调理制品尧预制菜品尧休闲即食产品等产品的销售市场还将
不断扩大遥 冶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袁近年来袁我县积极
引进水产品加工尧冷藏尧冷链物流等各类企业袁实现水产品生
产加工规模化尧产业化袁引导水产加工企业通过重组整合尧技
术改造等方式袁加快改造升级一批半成品加工项目袁使全县水
产品加工产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遥 下一步袁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将
成为我县水产品深加工企业提升经济效益的关键手段遥

野渔港冶+野渔乐冶袁产业融合野鲤跃龙门冶
野各位老铁袁大家好浴 欢迎大家进入黄沙港海鲜大卖场抖

音直播间遥 我是今天的主播陈斌噎噎小黄鱼尧马鲛鱼尧鲳片鱼尧
带鱼尧海对虾等速冻海鲜产品是我们的热卖款袁更是您餐桌上
的必备选择噎噎冶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直播袁20 多万粉丝的抖
音主播陈斌通过线上销售海鲜产品 400 多公斤袁 销售额达
20000 多元遥 渊下转二版冤

做活向海文章
要要要 我县加快现代海洋渔业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吴炘恒 杨兰玲 通讯员 王荣

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袁连日来袁我县按照野应检尽
检尧不漏一户尧不漏一人冶的要
求袁在各点位规范尧科学尧快速
开展全民核酸检测袁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袁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图为
核酸检测现场遥

盛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