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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保”任务

保障“黄金水道”安全畅通

伴随着一阵阵雄浑的汽笛声，一
艘艘外轮驶入长江口的“黄金水道”，
大型装卸桥舒展铁臂，将一只只集装
箱稳稳卸下……随着国际货运航线的
陆续复苏，南通长江沿岸港口又恢复
了往日的忙碌。

近日，利比里亚籍外轮“海伦号”
满载货物，从韩国仁川来到南通，停靠
在开发区嘉达码头，船上有24名印度
船员和2名菲律宾船员。南通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民警鲁佳欢和同
事穿上厚厚的防护服，登轮开展边防
检查。疫情以来，边检民警着防护装
备“随到随检”已成常态，一次检查最
起码一小时，随着夏天来临，船上的
温度比岸上要高出很多，一小时下来
浑身都湿透了。尽管酷热难耐，但民
警在船上不喝水、不上厕所，减少传
染风险。

民警鲁佳欢所在的执勤三队，主
要担责长江南通段重点水域外轮管控
及辖区码头外轮的监管，管辖水域面
积 62平方公里，岸线 23公里长，辖区
有14座开放码头、16个泊位。近一个

月来，辖区就有 40多艘从韩国、新加
坡、日本、俄罗斯、印尼、阿联酋、沙特
阿拉伯等国家来的外轮靠泊在码头、
锚地等，出入境货运船舶量已恢复至
疫情前的基本水平。

执勤三队政治教导员颜峰告诉记
者，为了给企业复工复产争取时间、防
止疫情从水上输入，边检部门严密勤
务组织，增加船艇巡检频率，加强联防
联控，5月以来已派出警力 800余人
次，巡航 250海里，检查上下轮人员
1000余人次。

“互联网+”助力海员返岗复工

上周四中午 11时许，巴拿马籍
“中远腾飞”轮完成装卸任务后，缓缓
驶离码头。靠港期间，在南通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地方疫情防控部门、海
关、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的通力协作
下，该轮共有18名中国船员登离轮换
班。其中，9名中国籍船员登轮复工。

“疫情影响，想换班太难，现在终
于可以下船休整了。”同一天，在海上
漂了十多个月的船员丁剑波和另外 8
名中国同事，走出“中远腾飞”轮，完成
换班边检手续，下船回家。

特殊时期，船员登离轮换班必须把
安全放在首位，目前所有离轮船员均需
经专车封闭转运，从外轮梯口直达集中
隔离点，全程点对点，登轮船员则需凭
绿色苏康码上船复工。“边检部门在海
关核酸检测结束、防疫部门许可前提
下，第一时间为船员办理离船手续。”南
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队长张
文祥说，离船手续的关键环节之一，就
是船员和证件的人证对照。疫情期间，
边检部门实行视频人证对照，尽最大可
能减少接触。

全国“两会”吹响了“六稳”“六保”的
冲锋号，海员作为航运业的“关键工
人”，帮助这一群体安全登轮复工，不仅
是稳定现有就业实现援企稳岗的重要
举措，也有助于在抗击疫情的重要时
期，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降低
疫情造成的影响。数据显示，4月 1日
至 5月 18日，南通口岸(含如皋、启东、
如东)已实现中国籍船员换班 566人，其
中换班上船 267人、换班下船 299人，日
均换班12人。

护航复工复产“空中通道”

5月 19日，3U8387国际全货机航班

装运防护服、口罩等货物从南通机场飞往
日本大阪关西，南通机场国际全货机 7天
航班量达到33架次，创历史最高纪录。

目前，南通机场口岸已开通了新加
坡、首尔、东京、河内、大阪5条国际货运航
线，并有增长趋势。为高效服务企业复工
复产，驻扎在机场的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执勤一队严格贯彻落实国家移民管理
局助力疫情防控、服务经济民生十项措
施，专门开设了边检“绿色通道”，为防疫
物资、民生物资、复工复产物资快速办理
边检通关手续。

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
队长袁芸芸介绍，自疫情发生以来，执勤
一队就迅速集结骨干力量，加入“江海国
门”抗疫突击队，严守在传播风险高、人流
量大的机场口岸防控一线，还主动派人进
驻市涉外疫情防控协调组，对接相关部门
联动作战。勤务期间，边检民警还合理安
排最小单元用警，确保口岸安全稳定。

3月以来，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境外疫
情呈现激增态势，边检部门严格贯彻落实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制定
并完善了口岸防输入应急预案，开展预案
演练。截至目前，南通空港口岸共核查旅
客34412人次，航班517架次。

本报记者 彭军君 实习生 曾飓雯

本报讯（记者李彤 通讯员张钰艳
张彩艳）“疫情期间，影楼生意受到了不
小冲击。就在经营最难的时候，政府出
台的减免租金政策，提振了我们的信
心。”5月 29日，通州区银河路一家婚纱
摄影店负责人徐黎霞介绍，她的影楼门
店总面积 507平方米，2020年本应缴年
租金 16.8万元，后来通州区财政局及时
送来了租金减免的相关政策，2月、3月
的租金全由政府“埋单”，足足减免了近
3万元。

徐黎霞说，当时一听到这个政策，犹
如吃了颗“定心丸”，但是具体如何操作、

如何申领，流程还不是很了解，财政局的
同志上门进行了手把手地指导。疫情发
生后，通州财政主动作为，第一时间研究
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租金的
《实施办法》，扎实推进减租政策红利顺
利落地。

通州区财政局国有资本管理中心发
展改革与产权管理科负责人陈卫军介
绍，区财政积极对资产资源进行了整
合，将区级经营性资产交由出资企业集
中统一管理，主体责任落实到出资企
业，指导其制定疫情期间免收房租工作
的实施方案，明确相关口径和具体办理

流程，并精心组织实施。在疫情防控的
关键阶段，为减少人员接触，指导企业
尽可能通过线上办公的方式，完成减租
扶持政策的传达与反馈，为租户走出困
境提供帮助。

据不完全统计，在通州，减租扶持政
策共涉及租户逾 500家，以个体工商户
为主，预计减免租金 828万元；截至目
前，通州已累计为48户承租人减免租金
共计76万元。

在政策宣传推进过程中，位于通
州区南山湖公园内一家经营游船等业
务的企业提出参照经营性房产减免两

个月场地承租费的需求。企业负责人
张洪娟透露，今年春节，受疫情影响，该
企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及时停止游乐
项目接待，两个多月未有收入，直接经
济损失占一年经济收入的一半，因防疫
防控另外还需增加相应支出。在前期
摸排的过程中区财政部门了解到，在当
地，像这样的企业还有不少。在获知公
交站台、车身广告经营权等非经营性房
产的租赁户也提出租金减免的申请后，
区财政部门第一时间加强研究，与上级
沟通政策依据，确保符合文件的租户同
步享受到政策红利。

本报讯（记者王玮丽）5月 30日，第
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奖励大会在京
举行。来自我市的江苏苏洪农业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嬿获得第二届全国
创新争先奖状。

曾嬿 2009年从美国硕士毕业后回到
家乡海门，立志把在国外所学的高精尖
技术和先进农业模式引入中国。2011
年，她创立了苏洪鲜食门店，通过水果产
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在南通、南京等地
建立了 35家直营门店，此后又成立了苏
洪鲜食电商。在广泛销售的基础上，曾
嬿逐步建立了苹果、柚子、葡萄、猕猴桃
等大宗水果品项的产区基地建设，为农
民搭建平台，在全国打开销路。如今，为

“苏洪”供货的果农超过 3000户，平均每
户每年增收 5万余元。在为农民提供就
业机会的同时，曾嬿还积极为农干校及
村干部开展农村电子商务、种植技术培
训等。

全国创新争先奖于 2017年经党中央
批准，由中国科协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设立。

本报讯（记者蒋娇娇）5月 28日，市住建局建筑
施工领域安全生产“百日行动”第一检查组对启东市
房屋建筑项目开展安全生产、扬尘治理抽查。

检查组通过检阅台账和现场检查等方式，重点检
查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设备等危大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编制、审核、专家论证和执行等相关情况。在
启东市汇泰幼儿园综合楼工程项目现场，检查组发现
该项目存在移动操作平台防护不到位、临时用电不规
范等安全隐患等问题，要求建设责任主体立即整改，
并对项目管理人员提出了强化管理、责任到人、措施
到位的具体要求。

在江苏杰纶新材料车间项目现场，检查组检查了
施工升降机、塔吊等起重机械设备的备案登记、安装、
拆卸、检测、验收、维修保养、专人负责等制度落实情
况，工程中各类易燃、易爆物品的保管、储存和使用情
况和建筑施工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履责情况以及
扬尘治理“六个百分百”落实情况。

检查组表示，参建各方责任主体要切实发挥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强化安
全生产防范措施，用过硬、过细、过实的工作来防范安
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各在建项目安全生产整治与扬
尘治理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朱蓓宁 彭军君）5月30日，通沪铁
路首日试跑引发市民广泛关注。昨天，仍有不少市民
兴奋地在朋友圈分享在不同时段看到贴地飞行的和
谐号掠过沪通长江大桥的画面。针对市民关于通沪
动车为何频现的疑问，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从5月30日起至通沪铁路正式运营时
止，都在进行动车组列车运行试验，每天开行管内运
行试验列车47对。所以，市民看到的是试验列车。

试运行使用的列车与正式开通运行的动车组列
车基本一致，与正式运营列车不同的是，运行试验列
车是模拟办理客运业务。列车运行方向为：赵甸至黄
渡、南通西至平东线路所方向为下行，反之为上行。
运行试验动车组列车在上海、上海虹桥、海安、南通、
南通西、张家港、常熟、太仓、太仓南、安亭西站有停点
的均为模拟办客。运行试验期间，在保证运行试验的
前提下，结合进行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和应急
演练等试验。

本报讯（记者彭军君）5月 27日，市生态环境局
联合市委党校，为市管领导干部任职培训班的学员们
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土壤污染防治现场教学活动。

学员们来到崇川区某地块，该地块正在开展全国
统一部署的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该地块曾有过化工生产历史，作为高关注地块，被纳
入现场采样清单。

现场采样和钻探单位的负责人分别就土壤和地
下水采样点的布设以及钻探方式进行了详细讲解，检
测单位就样本如何检测做了全流程的现场展示。据
介绍，土壤污染的诊断和去医院门诊看病一样，调查
人员相当于土壤医生，锁定潜在病灶，取出样本化验，
仔细诊断，找出病因。

已经“确诊”的污染土壤如何进行“治疗”呢？学
员们在原南通万达锅炉地块修复现场得到解答。根
据后期地块再开发利用的规划，该地块将作为居住用
地使用，为了保障人居环境安全，该地块开展了治理
修复。在现场，地块业主单位相关负责人为学员们详
细介绍了修复背景、修复方式以及现场施工情况。

一堂生动的现场教学，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市委
党校陈锋燕老师表示，通过灵活的教学形式，创新的
现场教学，能够实现课堂与现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
合，大大提高培训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升学员们对
污染防治攻坚战重要意义的全方位理解。

作为守护国门的第一道关卡，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积极推进疫情防控，把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落到实处——

打好口岸复工复产“组合拳”

昨天，在海安市隆政街道新丰村茧站，工作人员在收购蚕茧。近日，春茧陆续上市，海安当地茧站陆续开秤收购春茧。
目前，海安已形成了桑蚕良种繁育、养蚕、制丝、丝绸服饰家纺等完整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向中林摄

市住建局检查组抽查
启东房屋建筑工地

通沪铁路试运行
持续至正式运营

每天均有47对列车“试跑”

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委党校

开展土壤污染防治现场教学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

我市一人获奖

通州财政扎实推进减租政策红利落地

500余商户将减免租金超8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黄海）5月29日，启
东市“惠万家”志愿服务联盟成立暨首
场志愿服务活动在该市文峰广场举行。

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让
新时代文明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启东
市文明办整合水电气、通信、快递、外
卖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资
源，打造“惠万家”志愿服务联盟。

联盟旗下各志愿服务支队将利用专业
技能和行业资源共同为广大群众提供
诚信、优质的便民服务，对于一些困难
群众实行服务免费。

“华润燃气本身就是一个服务性
的企业，加入‘惠万家’志愿服务联盟，
能够更好地贴近服务对象。今后，华
润燃气将把行业规范和服务导则一一

落到实处，更好地服务市民，履行我们
在联盟的职责。”启东华润燃气有限公
司总经理周斌斌告诉记者。

今后，启东市民可通过社区网格员
（群）提交诉求，由南北街道、汇龙镇和
启东经济开发区进行汇总、提交至联盟
工作群，联盟相应成员单位组织志愿者
提供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波）5月 30日，苏锡
常通文旅跨江融合客源互送启动仪式在
狼山景区南大门广场举行。

苏锡常通四地签署了客源互送战略
合作协议，苏州旅游集散中心、无锡中道
旅盟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常州旅游集散
中心、南通旅游服务中心代表四地旅行
社交换战略合作协议文本。根据协议，
四地将围绕跨江融合、区域一体化的要
求，积极推动旅行社间深度合作，加强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合作开发、客源互送，
打造旅游新线路、新产品、新亮点，共同
拓展旅游市场。

当天，来自苏锡常的 600多名游客分
别游览了狼山、濠河、南通植物园、啬园等
景区，品尝了南通江海特色美食。

整合水电气、通信、快递、外卖等行业资源

启东打造“惠万家”志愿服务联盟

蚕茧丰收

推动苏锡常通文旅跨江融合

四地开启旅游互动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苏锦安）昨天，记者从
市公安局了解到，即日起至8月底，全市公安机关将开
展违法违规“小化工”专项整治行动。

行动将充分运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工作
机制，确保排查出的违法违规“小化工”调查到位，所
有剧毒、易制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单位排查到位，剧
毒、易制爆、易制毒危险化学品不流入违法违规“小化
工”，坚决防范和遏制相关事故发生。对排查出的违
法违规“小化工”线索，将一律立案查处，对涉及的相
关违法犯罪行为，将从严查处打击。

警方提醒，违法违规“小化工”隐蔽性强，但周围
空气中常散发刺激性气味，且大量使用方形大吨桶，
广大群众可拨打 0513-59000585或 110，举报违法违
规从事化工生产、经营、储存的单位、人员和场所。公
安机关将严格保密、及时查处，并对举报信息核查属
实的予以奖励。

我市专项整治
违法违规“小化工”

举报信息核查属实的有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