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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批准，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
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
救治任务。

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计划展开床位860张，湖北省
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计划展开床位700张。两所医院
均开设临床病区，设置感染控制、检验、特诊、放射诊断、

药械、消毒供应、信息、医学工程等辅助科室。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

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
位。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
入支援，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13日抵达武汉，并计划
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

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3批次4000余名医护人员
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军队增派2600名
医护人员支援武汉

突出新出海口建设,南通港口——

瞄准新定位 奋力起好步
本报讯 （记者朱蓓宁 严春

花）昨日，记者在南通港通海港区
集装箱作业区前沿码头看到，装载
着成品纸、建材、玻璃等货物的“弘
泰223”轮稳稳停泊，随后作业人员
开始忙碌起来。据了解，2020年1
月份，南通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0.81万标箱，同比增长20.9%，实
现了开门红。其中，通海港区的通
海港口有限公司完成8.86万标箱，
同比增长30.1%。

面对春节假期延长和防疫病
毒的新形势，港口人克服劳动力紧
张、恶劣天气等困难，发挥突击队
作用，根据生产任务弹性工作，在
保证员工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加班
加点，确保船舶在窗口期开航。记者
了解到，通海港区重新梳理了业务流
程，确保涉及重点地区的船舶消毒措
施到位，确保防疫物资快速接卸到
位，确保生产运营正常有序开展。在
进口业务办单中，充分利用互联网优

势，采取发电子邮件的模式，实现人
员不接触、业务不间断。

为推进沿江生态优先与长江
大保护，南通港(口)集团所属集装
箱分公司整体搬迁至下游新建的
通海港区。通海港区是海轮进入
长江12.5米深水航道后北岸的第
一个港区，也是省沿江沿海规划的
重点港区，依托港口岸线和腹地资
源，形成全面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的新平台。

本报讯（记者杨新明 通讯员朱登
峰）昨日，靠泊苏中国际码头的“豫信货
15558”货船开始实施镁球拆箱装船作
业。此次共拆装54个标箱的货物，将于
14日中午运往湘潭。

“春节以来，我们港口运输一直未
停，确保湖北等地急需货物的供应需
求。”据如皋交通局港口科介绍，1月份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9385标箱、完成散
货304345.5吨，件杂货9680.8吨，累计
吞吐量314026.3吨。

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大通道和长江黄
金水道的交汇节点，如皋港正成为国际
市场与长江中上游连接的水水联运、水
陆联运、水铁联运的中转站。

近几年来，如皋港集团加大货源市
场开拓和世界著名船公司招引力度，地
中海航运、达飞航运、马士基航运和俄罗
斯远东船公司陆续入驻如皋港，满足腹
地企业和客户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

在内贸上，如皋港定期、定点内贸直
达航线班轮增加到5条，连接华东与华
南、华东与华北以及长江中上游；外贸
上，他们开拓石材、木材、咖啡豆、润滑
油、粮食的进口业务，保障腹地实体经济
稳步增长的需求。今年1月，新建的长
源物流堆场交工验收，码头质量评定合
格，即将竣工验收，投入使用后，将新增
285万吨的年吞吐能力。

本报讯 （记者杨新明 徐爱
银 通讯员冯益军）昨日，走进金光
集团如东产业基地项目区，47名管
理人员全部返岗，各自备战复工前
的作业清单。据介绍，21日复工
后，施工单位将通过提升作业效
率，把延误的工期夺回来，力争今
年10月第一条生产线投产，2021
年12月一期项目全面投产。

让省重特大项目、旗舰型产业
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洋口
港经济开发区全力推进重大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将重件码头由原来
1万吨级升级为5万吨级，年吞吐量

将由80万吨提升至300万吨以上，
满足金光如东产业基地项目原料
进口需求。

1月2日，总投资200亿元的桐
昆聚酯一体化项目开工建设，春节
前启动围墙、施工便道等配套工程
施工，复工后将于年底前完成一期
项目土建工程。桐昆集团是一家
以精对苯二甲酸（PTA）、聚酯和涤
纶纤维制造为主业的大型股份制
上市企业，将在洋口港打造石化聚
酯一体化基地。

江苏LNG接收站投入运行的
四只储气大罐南侧，又有两只单体

20万立方米的储气大罐矗立在阳
光岛上。“这是江苏LNG接收站三
期扩建工程建设的T-1205号罐和
T-1206号罐，春节复工后将实施
穹顶混凝土浇筑、焊接内罐壁衬板
和安装内罐底板作业。”中国寰球
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江苏
LNG三期项目现场经理沈阳说。

江苏LNG接收站三期扩建工
程是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
设工程的重点推动项目，预计2021
年 6 月底建成投用。届时，江苏
LNG接收站年接卸周转能力将超
过1000万吨。

本报讯（记者黄海）2020年1
月5日，南通市委市政府组建通州
湾港口开发建设委员会，将沿海港
区纳入“大通州湾”，明确以吕四港
为起步港区、通州湾为主体港区，
谋划推进江苏新出海口建设。启
东市委市政府迅速组建了江苏新
出海口吕四港作业区起步工程建
设指挥部。

据了解，吕四港“2+2”码头，由
南通港集团与启东沿海开发公司
共同建设，包括2个10万吨级通用
码头和2个10万吨级集装箱码头，
总共占用岸线长度1368米，陆域
纵深620米。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吞
吐量为2000万吨，其中集装箱
150万标箱，本工程估算总
投资约40亿元。目前，正在

全力推进报批手续，2020年6月30
日前开工建设，2021年底开港。

吕四港进港航道全长11.5公
里，按照10万吨级散货船、10万吨
级集装箱船通航标准建设，总投资
4亿元，目前正在开展报批手续，预
计今年8月份开工建设，2021年底
与码头同步投用。

内河转运码头规划
岸线长度1000米，
形成码头泊位
长度1850

米，25个1000吨级泊位，年通过能
力约1400万吨，可以形成水水中
转，完善港区的集疏运体系。目前
正在对方案进行深化研究，力争
2020年底开工建设，确保与集装箱
码头同步投运。

本报讯（记者李波 特约通
讯员易木生）按照国家“先培训，
后上岗”的要求，昨日，南通援黄
石市区和大冶市的两个医疗团
队都开展了防护培训工作，旨在
总结经验教训、补齐防护短板，
确保医护人员自身安全，更好完
成任务、不负黄石人民所托。

“我们通大附院医疗团队按
照省队要求先派出了几名同

志作为‘种子选手’，再由培训
考核合格的同志回来给其他
人再培训。”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援黄石医疗队队长冯健告
诉记者。

手要消毒几次、口罩是一只
手摘取还是两只手、防护服该怎
么脱又不碰到自己的衣服……
防护穿脱及注意事项精准到了
每一个细节。虽然来到黄石支
援的通大附院团队都是医护人
员，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并没有在
抗击疫情一线的工作经历，因此
培训是在日常的标准预防基础

上增加了额外预防，尽量防止和
控制医护人员发生感染。“预计
培训工作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
到每位队友都通过考核才能前
往一线。”冯健说。

“江苏力量，大冶希望”。据
了解，大冶市是整个黄石市目前
确诊病例最多的一个区域，南通
市卫健系统医疗队的16名队员
对口支援的就是这个地区。12
日-13日，驻扎在大冶市阳光沙滩
酒店的62名江苏医疗队的队员们
都在紧张地进行着防护培训。

（下转A4版）

本报讯（记者刘璐）当前，新冠肺炎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如何正确处理好疫
情防控与企业复工的关系，确保各项工
作有条不紊，确保经济社会大局平稳？
按照国家、省关于企业复工及疫情防控
的系列工作部署，我市坚持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企业复工，进一步整合力
量、靠前服务、综合施策，积极稳妥推动
企业平稳有序复工复产。

通过建立机关干部派驻联系企业制
度，各地派驻联系干部达6500人，挂钩
联系企业超过1万家；从市级机关部门
抽调117名机关干部，分9个包片指导
组，由处级干部带队，每组包片指导1-2
个县（市、区）；派驻联系106家用工人数
超500人的重点企业，指导企业加强疫
情防控，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服务企
业保障生产经营，进一步提振企业发展
信心。帮助调配纺织工人，解决南通千
野实业有限公司急缺用工问题；指导南
通山剑防腐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规的应
急隔离室，节约了时间和经费；鼓励江苏
准信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进大
门统一测体温，个人基本信息通过手机
录入汇总，避免交叉感染风险……

作为全市企业防控指导工作牵头部
门，市工信局成立综合统筹、督查指导、
问题协调三个小组，建立反馈、交办两项
工作机制，设立热线电话，增派专人值
守，及时掌握复工复产动态，解决企业复
工复产的各项问题；规范审核程序，确保
复工企业达到机制建立、员工排查、防控
物资、内部管理、宣传教育“五到位”标
准；开通企业复工24小时服务热线、复
工企业线上绿色通道，确保复工企业手
续报批、员工返岗平稳有序。

同时，坚持靠前服务在现场，成立青
年党员突击队，对12家医疗物资生产企业
派驻专人，现场帮助协调企业用工、原材
料采购、设备维修等各类生产经营问题；
选派工作人员进驻苏通园区指导企业复
工复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从复工方
案、操作流程、问题协调等多环节实行过
程把控；鼓励引导罗莱家纺、联发纺织等
企业转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为缓
解复工企业防疫物资供需矛盾提供保障。

据统计，截至12日，全市累计在生
产规上工业企业1699家、职工192574
人，企业复工总体保持平稳有序。

本报讯（记者李彤）省财政厅、省扶贫办日前联合印发
《通知》，对做好2020年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和经济薄弱地
区农副产品工作做出部署。记者昨天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各
级预算单位须按《通知》规定开通本单位食堂采购账号，启动
政府采购支持脱贫攻坚采购农副产品工作。

《通知》对采购贫困地区和经济薄弱地区农副产品销售平
台及采购比例予以明确。一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农副产品网络
销售平台（网址：http://www.fupin832.com）,主要销售
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域内注册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等出产的农副产品，同等条件下，应优先采购我市对口帮
扶支援地区（陕西省汉中地区）农副产品；另一个是江苏省政
府采购网网上商城（网址：http: //www.ccgp-jiangsu .
gov.cn），作为我省经济薄弱地区农副产品采购的唯一官方渠
道，主要销售江苏12个重点帮扶县（区）农副产品。

根据《通知》要求，各级预算单位2020年采购国家级贫困
县和我省经济薄弱地区农副产品，原则上要确保完成国家级
和省级两个不低于2019年本单位食堂农副产品采购总额
10%的比例，工会福利、慰问品也应积极落实采购对口帮扶支
援地区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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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政府采购助力脱贫攻坚
预算单位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首月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三成

重特大产业项目是重中之重

运输不停
保障湖北供应需求

新出海口“起步工程”全力推进

如皋港区通海港区

7日拍摄的通海港区集装箱作业区
的画面。 记者 许从军摄

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在一线战斗

南通援黄石医疗队展开防护培训考核

洋口港区

吕四港区

六院“五朵金花”进入备战状态——

“疫情不结束，我们不回家”

➡详见A4

本报讯（记者金帅）昨日，市政协主席黄巍东率队赴启东
督查疫情防控、企业复工复产等工作。他强调，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不断强化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各项举措，坚持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
产“两手抓、两手硬”，以一严到底、抓细抓实抓落实的作风，守
好关键部位、筑牢严密防线，完成好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
的“双重任务”，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
品质量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是启东第一批复工复
产企业。黄巍东向企业负责人仔细询问疫情防控、产能恢复、
员工信息排查、防控物资储备、有何困难等情况，得知企业虽
有1000多名外地员工，但春节期间多数未离通，目前企业到
岗率90%左右，各项防控措施和复工复产正有序开展。“你
们一定要做到让员工放心、让党委政府放心、让人民群众放
心，全力配合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黄巍东说，企业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得好不好，不仅关乎企业
自身利益，更关乎党委政府的决策和人民群众的福祉，要强
化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与企业主体责任，完善企业制度、
规范工作流程， （下转A2版）

黄巍东在启东督查疫情防控时要求

坚持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
“两手抓、两手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