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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袁
县检察院干警闻令而动袁连续奋
战在 G15陈洋高速口袁 对来射
车辆驾乘人员行程码尧健康码等
进行核查袁引导有序做好核酸检
测袁积极开展涉疫情防控法律知
识宣传遥

孙伟 摄

本报讯渊记者 杨兰玲 彭岭冤4 月 20 日晚袁在收听
收看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后袁县委书记吴冈玉
主持召开续会袁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袁研究部署下一
步重点工作遥 她强调袁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袁
要坚持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袁树牢底线思维袁聚焦精准防
控袁以更加有力的行动尧更加过硬的作风落实落细应急
处置各项工作袁干净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遥 县人大
常委会主任崔晓荣尧县政协主席邱德兵出席射阳分会场
会议遥

吴冈玉要求袁要高效开展核酸筛查袁坚决克服野差不
多冶心态袁过细做好人员摸排袁确保底数清尧情况明遥 要围
绕快采快送快检袁 配强采样力量袁 加密送样频次袁 优化
野采尧送尧检尧报尧核冶各环节袁做到衔接有序尧精准高效遥

吴冈玉强调袁要严格分级分区管理袁精细化做好群众
服务袁紧盯群众就医尧购药尧出行等诉求袁优化工作流程尧
严格闭环管理袁 努力把疫情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降到最
低遥 要借助科技手段袁 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信息化管理服
务袁不断提高疫情防控工作效率遥 要及时复盘总结袁全面

查漏补缺袁 固化制度性安排袁 切实提升常态化疫情防控
能力遥

吴冈玉要求袁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袁认真
落实上级关于保通保畅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各项政策
要求袁 超前做好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和民生物资保障等各
项工作袁 积极稳妥推动社会秩序有序恢复袁 确保疫情防
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不误遥

县领导胥亮亮尧刘成志尧陶晓林尧李东参加射阳分会
场会议遥

吴冈玉在市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射阳分会场会议上要求

全面排查精准管控 确保干净彻底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崔晓荣邱德兵出席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渊记者 吴杰婷 彭岭冤4 月 20 日下午袁市第二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遥 市委副书
记尧市长周斌出席并讲话遥他强调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袁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
责任袁主动作为尧举一反三袁以最严态度尧最快速度尧最大力
度狠抓问题整改袁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袁进一步叫响盐城
野生态好冶的靓丽名片袁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遥市委常委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尧市委政法委书记王荣袁市
政协主席陈红红出席遥市委副书记尧市委统战部部长羊维达

主持遥 我县在县行政中心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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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晓荣袁县政协主席邱德兵袁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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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尧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尧省政府
工作要求上来袁坚持把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忠诚捍卫野两
个确立冶尧坚决做到野两个维护冶的政治体检袁把推动绿色转
型跨越作为践行新发展理念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袁
把推动交办问题整改作为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尧 持续保障改
善民生的具体行动袁 进一步深化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攻坚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尧能源结构尧交通运输结构的转型
升级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生态良好的高质
量发展道路遥

周斌强调袁要在行动上更加有力袁扎实推动环保督察交
办信访件办理遥要迅速行动尧坚持边督边改袁高度重视尧照单
全收尧立即部署袁紧盯时序进度袁尽快整改到位袁牢牢守住
野环境质量只能更好尧不能变坏冶底线遥 要抬高标准尧严格整
改销号袁建立健全办理制度袁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办袁依法依
纪严肃问责袁确保问题查处到位尧整改到位尧上报到位遥要举
一反三尧强化标本兼治袁主动发现问题尧不断解决问题袁鼓励
企业主动提升环保水平袁着力推动产业绿色尧低碳尧智慧转
型升级袁从源头上减少生态环境问题发生遥坚决扛起世遗保
护责任袁加快千里海堤防护林带和万亩新林场建设袁大力推
进野生态+冶旅游尧康养尧文化袁进一步叫响盐城野生态好冶靓
丽名片遥

周斌指出袁要在治污上更加聚力袁野对标进位冶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遥要协同减污降碳袁严格对照目标尧强化问题导向袁
坚决控制各类扬尘袁扎实开展移动源污染治理袁强化多污染
物协同控制袁持之以恒抓好化工园区整治提升袁深入打好蓝
天保卫战遥 要坚持系统治理袁强化流域尧城乡尧陆海统筹袁持
续开展水环境综合治理袁 加快推进幸福河湖尧 美丽海湾建
设袁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遥 要强化源头管控袁细致开展受污
染地块调查袁 分类分区分级精准制定修复措施袁 积极推进
野全域无废城市冶建设袁加强土壤污染预防制度监管袁深入打
好净土保卫战遥

周斌强调袁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袁要在责任上更加严密袁着力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整体合
力遥 要健全组织体系袁主要负责同志切实担负起野第一责任
人冶职责袁有关部门要聚焦突出问题尧强化跟踪问效袁加强沟
通协调尧密切协作配合袁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遥 要强化督
促检查袁开展专项督查尧明察暗访袁勇于动真碰硬尧一查到
底袁坚决杜绝虚假整改尧表面整改的现象遥要营造良好氛围袁
加大宣教尧曝光力度袁弘扬生态文化袁倒逼整改落实袁积极开
展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袁 推动形成全社会共抓生态环境保护
强大合力遥

会议通报有关问题整改情况遥
县领导陈俊尧尹胤祥尧洪磊尧胥亮亮尧徐旭东尧吴海燕尧陶

晓林尧陈剑峰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遥

县收视市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工作推进会实况
吴冈玉王宁崔晓荣邱德兵孙庆树出席射阳分会场会议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张勇 张建忠冤4 月 13
日上午袁位于长荡镇胜利桥工业园区的杰力纺
织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袁 工人们佩戴口
罩袁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袁有序忙碌着遥 这是长荡
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袁 有序抓好企业生
产袁大干二季度尧力夺野双胜利冶的一个镜头遥

4 月 3 日袁市叶关于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
困解难稳定经济增长的二十条政策意见曳出台
后袁长荡镇第一时间组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
到 30 多家民营企业袁宣传加强金融信贷支持尧
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尧实施稳岗就业政策等遥 他
们还对民营企业开展摸底排查袁 建立工作台
账袁 结合实际制定出台一系列 野暖企惠民冶政
策袁做到野一个企业不落尧一个项目不落冶遥 为切
实降低疫情对服务行业影响袁该镇还推出缓缴
企业税款袁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尧房产税和社
会保险费等系列举措袁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展遥

野叶政策意见曳中提到的对于因防控疫情工
作需要而扩大产能或实施技术改造的企业袁对
其新增设备投资部分给予 10%财政补贴袁 我们
正在抓紧时间对接准备相关材料遥 冶盐城盛瑞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生产运营部主任花浴裕
说遥

杰力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订单已排到 8 月
份袁纺机设备出口土耳其尧伊朗尧巴西等国家遥
该公司总经理黄翠玉说院野二十条政策的出台袁
对企业来说非常及时袁我们将坚决做好疫情防
控袁稳定生产经营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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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曾玲玲冤4 月 16 日凌晨 2 时袁县财政局
微信工作群中发出关于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合德镇防疫一线
开展志愿服务的紧急通知袁野收到冶野随时待命冶噎噎一条条回
复信息瞬间野炸响冶寂静的工作群遥 该局 78 名志愿者奔赴高
速卡口尧镇区路口袁深入合德镇 5 个社区 20 个网格袁全力支
援疫情阻击战遥

在庆南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点袁该局志愿者为前来做核酸
的居民群众测温尧采集核酸采样码曰维持秩序袁指引大家排好
队袁保持两米距离曰穿梭在楼栋之间袁用喇叭呼唤群众准备做
核酸曰安抚情绪急躁的居民袁安排行动困难的老人尧上网课的
学生先行采样遥 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统一要求袁志愿者们各
司其职袁井然有序地协助社区完成核酸采样遥

该局网格站岗执勤志愿者负责对每一位进出群众做好
通行查询登记管控工作遥 野请戴好口罩浴 请出示通行证浴 请登
记您的信息浴冶这是他们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遥他们有时是
联络社区的通讯员袁有时是购买药物的服务员袁有时是递送
快餐的外卖员袁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袁24 小时守护在网格
卡点袁确保无人擅自出入遥

富民农贸市场曾有一例新冠病毒阳性人员进出遥 自接到
支援该市场任务后袁 县财政局 10 名志愿者立刻与所在社区
交接袁宣传尧劝导尧安抚袁测温尧验码尧登记袁他们毫不懈怠遥 凌
晨袁富民农贸市场车辆进出繁忙袁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引导袁一
回回细致认真地查验袁织密了市场疫情防控网遥 3 天来袁该局
志愿者累计审验 1000 多辆车辆袁查核 400 多人遥

野疫冶不容辞要要要

县财政局党员干部野疫冶线显担当

走进养殖 5 万羽蛋鸡的鸡舍袁蛋鸡轻声鸣叫着袁不时啄食
两口饲料袁鸡笼下一只只鸡蛋被传送带缓缓带走噎噎

日前袁记者来到特庸镇仁军禽蛋专业合作社采访遥 野合作
社总投入 4000 万元袁目前养鸡 30 万羽袁拥有 6 栋鸡舍遥 主要
鸡品种是海兰褐蛋鸡尧罗曼鸡和特色桑葚草鸡遥 冶合作社负责
人蔡子妃告诉记者遥

走进鸡蛋分拣车间袁 几名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正
忙着分拣鸡蛋袁一只只圆润饱满尧色泽黄亮的鸡蛋从传送带上
鱼贯而下袁又被挑选进蛋筐里遥 野分拣车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挑
选出粪蛋尧破损蛋等不合格鸡蛋袁再将符合规范的鸡蛋分拣打
包好遥 冶站在分拣传送带旁袁蔡子妃随手拿起一只鸡蛋告诉记
者袁像这样的鸡蛋该合作社每天能生产 15 吨袁在满足仁康蛋
业生产需求的同时袁还被销往长三角地区遥

为什么仁军禽蛋专业合作社的鸡蛋能拥有这么好的市
场钥 野鸡蛋的品质是关键浴 我们合作社地理位置独特袁四面环
河袁进出生产区只有一座桥梁袁天然的河道分界线隔绝了大部
分外界污染袁而且鸡饮用的都是净化水袁因此产出的鸡蛋品质
高袁安全更有保障遥 另外袁相比普通鸡蛋袁我们的特色产品桑葚
草鸡蛋更受市场欢迎袁一上市就销售一空遥 我们在桑葚草鸡饲
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桑葚袁所以产出的鸡蛋不仅口味独特袁营
养价值也更高袁在高端鸡蛋市场占据一席之地遥 冶蔡子妃自豪
地说遥

广阔的市场空间激发了仁军禽蛋专业合作社进一步提升
产能的动力遥 野我们计划 6 月份投入 1000 万元启动新鸡舍建
设工程袁等到 9 月底新鸡舍建成后袁将增加 10 万羽养殖量袁每
天产蛋量会增加 8 万枚遥 冶谈及合作社未来发展袁蔡子妃信心
满满遥

仁军禽蛋专业合作社

小鸡蛋野闯出冶大市场
本报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王栋

众志成城 同心抗野疫冶

4 月 19 日凌晨 5 时袁 当第一缕微光穿过落地玻璃照
在鲜红的党旗上袁县流调溯源中心临时办公大厅内的 150
个工位座无虚席袁经过一夜奋战袁刚刚清零了一批数据的
工作人员两眼布满血丝袁脸上露出疲惫遥 自发现第一例本
土病例以来袁这是他们熬的第 5 个通宵遥 为抽丝剥茧捋清
传播野链条冶袁为阻断疫情蔓延赢得宝贵时间袁120 个小时袁
县流调溯源中心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人休息遥

野二合一冶专班 细致排查不漏一人
4 月 16 日凌晨 2 时袁公安尧疾控二合一的流调工作小

组正在电话联系尧核对信息尧研判轨迹噎噎
野查清疫情传播链条袁找出全部关联点袁第一时间判

定性质袁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两个字耶找爷和耶判爷袁找病例
活动场所袁找确诊病例袁再找次密切接触者袁我们精准流
调尧精准溯源尧全面查找袁疾控同志科学判定尧分类管控袁
大家密切配合尧环环相扣遥 冶民警张鹏介绍道遥

精准流调溯源尧 快速落实管控措施是阻断病毒传播
的重中之重袁他们都在与疫情较量尧与时间赛跑遥

野你家旁边搭建的两间蓝顶平房有人住吗钥 冶野是自家
建的厨房啊钥 嗯嗯袁好的袁打扰了袁谢谢浴 冶键盘敲击声中袁
戴着黑色耳机的民警李雪亮用已经沙哑的普通话耐心地
询问着密切接触者遥 虽然从视频截图上可以清晰地判定
房子属于一户人家袁 但考虑到农村自建房有可能挨在一
起袁也有租住外人的可能遥 李雪亮问得特别详细袁边记下
轨迹信息边解释道袁野作为流调溯源的第一个环节袁 我们

要做到不漏一个风险点尧不漏一个风险人员遥 冶
追溯活动轨迹袁要细到几月几日几时几分尧在哪里接

触过哪些人袁细节却千差万别尧难以统一袁很难快速回溯
准确的过程袁这就需要借助大数据手段和现场流调袁帮助
当事人回忆相关细节袁梳理每条线索遥

野公安通过大数据和现场流调用一帧一帧的图像尧一
条一条的轨迹碰撞袁协助我们复核尧甄别接触者袁确保了
我们每一份流调报告的科学尧准确遥 冶射阳县流调溯源中
心流调组组长邵寿晨说遥

全市一盘棋 合力攻坚不慢一秒
野盐都疾控尧滨海公安噎噎冶在县流调溯源中心袁笔者

看到各种 LOGO 的制服遥 全市战疫一盘棋袁县流调溯源
中心有来自市直尧东台尧大丰尧亭湖尧阜宁等 7 个兄弟县市
区的战友袁从 4 月 16 日开始袁县流调溯源中心实行全封
闭管理袁大家同吃同住袁没日没夜持续奋战袁马不停蹄开
展工作袁一条条数据尧一张张表格尧一份份报告以更快的
速度输出遥

野流调中心原来在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袁办公区只
有几十个工位袁市里统一调度尧兄弟区县增援袁我们租用
宾馆集中办公袁大家分工不分家尧同吃同住尧闭环办公遥 冶
县公安局副局长裴义军介绍道袁野从确诊病患关系的思维
导图看袁 我们还要挤出时间对这些代际传染较多的病例
轨迹进行回头看尧深度研判遥 冶

据悉袁目前每一个确诊病例都定人到组尧分工负责袁

基本形成了野1 名组长指挥+1 个内勤小组+1 支流调战队
野三合一冶的工作班子袁工作流畅高效遥

野这个人发病前 4 天的接触人员信息全部摸排出来
了袁我们已核清需落实的防控措施袁请交给县防控办遥 冶

野每一条数据都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袁我们会拼尽全力做到耶快尧全尧准尧严爷冶遥

野来数据了袁大家抓紧时间浴 冶流调溯源时间紧尧任务
重尧压力大袁但随时待命的他们迎难而上袁在和病毒赛跑
的过程中袁从几百个小时的图像视频中寻踪觅源袁核实人
员信息袁记录尧登记尧报备噎噎

憋着一股劲 流调溯源不松一刻
野好消息袁新增阳性病例全部都在隔离点袁核酸检测

结果已经全部出来遥 冶当天凌晨 3 时袁邵寿晨高兴地向大
家报告好消息遥

虽然工作要求是 1 个小时内出确诊病患轨迹报告袁
12 小时内出详细流调报告袁 但所有工作人员都自发拉高
标准袁因为他们知道生命至上尧分秒必争袁必须在天亮之
前尧在群众有新的活动轨迹之前袁查清并管控好所有相关
人员遥

由于一个确诊病例后面的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的
数量都是不确定的袁一个密接人员可能会有数百条数据
要处理袁要快速精准查清每一个人的轨迹袁任务重尧时间
紧遥

为快速将时间点尧活动点一个个串联成点位轨迹图袁
转给疾控同志流调病毒源头尧传播途径尧病例之间的关联
性袁大家都超负荷地工作袁困了就冲袋咖啡袁累了就在椅
子上眯一会遥由于过度疲劳和喝水少等原因袁4 月 18 日凌
晨 2 时许袁民警杨晓明急性肾结石发作送医治疗袁负责后
勤保障的张凯一天走了 2 万多步袁导致膝盖旧伤发作袁一
瘸一拐着分发防疫物资噎噎

县流调溯源中心人员都憋着一股劲袁 争分夺秒追踪
病毒轨迹袁捋清传播链条袁阻断疫情蔓延噎噎

为跑赢野疫情冶
要要要回眸县流调溯源中心的 120个小时

本报通讯员 吴融 袁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