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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耿 联）3月18
日至19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连云
港检查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按照中央部署要求科学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系统谋划
推进城市发展、自贸区建设、港口提
升、对外开放，以高水平重大项目建
设引领发展、成就未来，在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实现追赶超越。

连云港是国务院确定的七大石
化产业基地之一，大型石化项目正加
速集聚。在徐圩新区，娄勤俭先后察
看了中化高端精细化工、卫星石化乙
烯综合利用、盛虹炼化一体化等项目
建设现场，工地上紧张有序、一片忙
碌，企业负责人都表示，目前到岗员
工人数已超过去年，对按计划完成项
目建设、投产运营充满信心。娄勤俭
肯定了连云港通过抓重大项目建设
提振了发展信心、呈现出良好势头，
希望围绕构建主导产业体系，进一步
招引更多优质项目，推进在建项目早
日建成达产，为长远发展积蓄势能、

提供支撑。他强调，企业家是从市场中
打拼出来的，是宝贵的财富，要更多地
关心爱护支持他们，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让他们在时代进步中追
逐梦想、大展身手。在徐圩新区石化基
地安全环保管理中心，娄勤俭听取了相
关情况介绍，观摩了安全监测指挥系
统，并看望了坚守岗位的徐圩新区应急
救援抢险大队队员，他强调，要把本质
安全作为石化基地建设的生命线，坚持
规划设计、产业循环、基础设施建设等
多措并举，系统落实安全生产要求；坚
持国家救援、园区救援、企业救援相结
合，全面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专业实战
能力。娄勤俭考察了石化基地再生水
综合利用工程项目现场，强调要坚持先
进标准，加强污水、固废等循环利用、

“吃干榨尽”，朝着零排放的目标努力。
连云港自贸区港航服务区设计吞

吐能力近5000万吨，去年集装箱吞吐
量478万标箱。娄勤俭听取港口规划
建设情况汇报，指出自贸区片区建设
是国家赋予连云港的重大任务，要进
一步开阔视野、创新思路、大胆改革，
聚焦贸易便利化，充分发挥港口铁路

联运优势，整合更多资源，提升规划建
设水平，把港口打造成具有连云港特
色、体现国际化水平的现代化大港。
在连云港雅仕“一带一路”供应链基地
项目建设现场，娄勤俭肯定了项目运
作思路，希望他们立足连云港海上航
线和我省腹地产业优势，在“一带一
路”沿线布局物流中心、生产基地建
设，积极争取进出口环节支持，系统提
升平台能级，进一步打开向东向西双
向开放的通道。

医药产业是连云港的特色产业。
娄勤俭考察了康缘药业中药生产智能
工厂，对企业创新中药研发和产业化
的实践，以及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
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中药
发展正面临新的机遇，要充分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的技术手段促进传
统中药的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更
好地发展壮大企业、造福人类健康。
中华药港项目去年8月正式启动，一
期将建设孵化器、示范工厂、安评中心
等公共配套工程，娄勤俭指出，连云港
的产业基础和创新优势，决定了这里
有条件有希望打造具有世界知名度的

医药产业高地，要把好的谋划创意加
快推进落地，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共建共享公共服务平台，营造
良好的产业创新生态，孵化培育和引
进集聚更多创新企业，把药港的蓝图
尽快变成现实。

灌南县新集镇徐老庄村新型农村
社区正在加快建设，娄勤俭现场考察
后说，从看到的和了解的情况看，这一
年多来连云港农村住房改善工作推进
比较有力、进展明显，要从顺应“四化”
同步规律、推动乡村振兴、重构城乡关
系的高度，来进一步提高认识、提升品
位、系统推进，特别是要统筹考虑产
业、就业和公共服务，提升整体发展水
平，实现乡村持续繁荣。随后，娄勤俭
来到李集镇新民村，登上村口的观鹭
亭，眺望万亩“稻渔果”混合种养水面，
充分肯定当地将传统建筑与现代风格
相结合、打造特色水文化的做法。娄
勤俭还随机走进一户村民家中，察看
了解住房和生活情况。

娄勤俭在调研中肯定了连云港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取得的成绩。

▶下转2版

娄勤俭在连云港检查调研时强调

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以重大项目建设推动追赶超越

人勤春早，南京市栖霞区喜讯
频传：3月8日，总投资110亿元的
南京知行电动汽车有限公司FMC
纯电动汽车制造项目主体竣工；3
月11日，宝能投资集团宣布投资
240亿元入主燕子矶滨江总部经济
集聚区项目。

开局即决战、起步就冲刺。栖
霞区委书记黎辉表示，要继续坚定
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尽快把新
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确
保完成年度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
发展走在前列。

疫情防控进入“战时状态”，物

资保供迫在眉睫。作为南京排名第一
的制造业大区，栖霞展现实力担当。1
月29日，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
接到南京市政府通知，紧急受命转产
医用、警用防护服。员工、设备、原料3
天内集结完毕，2月1日投产，源源不
断的防护服驰援湖北主战场。南京诺
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线火力全
开，生产新冠肺炎病毒检测试剂盒核心
原料。天加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捐赠专用净化空调设
备，为全国超过150家医院新建/改造
项目及近80家口罩生产厂提供专业的
净化空调设备与方案。 ▶下转6版

智能制造战“疫”一线显身手

栖霞：“风口浪尖”炼产业硬核

3月11日，位于启东的江苏广能
重工有限公司结构件车间内，工人们
戴着口罩，紧张忙碌地焊接、拼接设备
主体结构。“我们员工到岗率100%，
生产订单已排到9月份。”副总经理郁
华信心满满地介绍，公司将引进数控
焊接机器人提高生产效率，把因疫情
耽误的进度赶回来，今年有信心完
成产值1.2亿元，实现逆势上扬。

在确保疫情防控不松劲的前提
下，启东众多企业有序复苏：截至3
月11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492家，占总数的100%；规模以上
服务业企业复工132家，占总数的
84.6%；生产企业共复工3681家，

复工工人10万余人。
“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必须采取

精准措施，用最优服务帮助企业恢复
产能，化危为机。”启东市委书记王晓
斌说，启东整合各方资源，按照1名区
镇领导+1名市级机关干部、1名区镇
干部、1名企业管理人员的“1+3”模
式，组建201支帮服队伍挂钩989家
企业，安排具有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
机关干部沉入企业、“驻点”服务，收集
复工难题，精准打通堵点。

虽然早在2月11日就已复工，但生
产线启动仅两天，上市公司江苏神通阀
门就遭遇难题：库存配件告罄，而众多配
套中小企业却尚未复工。 ▶下转6版

打通复工堵点 抢抓重大项目

启东：精准发力化危为机

本报讯（记者 卞小燕）对冲疫
情影响，以高质量的项目撬动引领产
业高质量发展。3月18日，盐城高新
区举行康佳集团存储芯片封测项目奠
基暨盐都区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竣工
仪式。此次集中开竣工项目共22个、
总投资128亿元，其中开工项目10个、
竣工项目12个，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
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落户盐城高新区盐龙街道的康佳
集团存储芯片封测项目，由康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下转4版

盐都：

智能终端产业
迎来硬核项目

19 日 晚 ，
南京发起“全城
亮灯，致敬最美
逆行者”活动。
图为河西新华
金鹰大屏滚动
播出战“疫”英
雄笑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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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3月15日给北京大学援鄂医
疗队全体“90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奋斗在疫情
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习
近平总书记在信中写道，“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
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
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
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
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
当大任的！”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在全国各地驰援湖北的4.2
万多名医护人员中，“90后”总数超过1.2万人。
在江苏援武汉医疗队中，一大批“90后”甚至“95
后”冲锋在前、奋勇争先，经历检阅和磨砺，用稚嫩
的肩膀扛起人民的重托和时代的使命。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继续拼搏奋战，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在艰苦
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
领”……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江苏援武
汉医疗队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勇挑时
代重担，贡献青春力量，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不惧风雨，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

“总书记在回信中夸‘90后’是‘好样的’，让
我们倍感自豪。”第三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护士尹蒙生于1996年。2
月2日凌晨1点，在睡意朦胧中她接到医院的出
征通知，当时第一反应是“太激动了”。“对于一位
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90后’护士来说，被国家需
要，无比骄傲。”

尹蒙所在的第三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共118
人，由9家省管医院和5个设区市队组成。这支
队伍中35岁以下的占70%，其中，“90后”49人，
占总数超40%。

“总书记勉励青年人‘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
品质’。武汉战场就是一面镜子，照出‘90后’身
上不怕苦不怕累、不畏难不惧险的意志品质。”第
三批江苏援武汉医疗队副领队、江苏省卫健委医
政处一级主任科员李速说，医疗队到达武汉时处
在物资保障匮乏的条件艰苦期，但他们不怕苦不
怕累。工作中为了节省防护服，主动在上班前两
小时内不喝水，持续8小时不进食、不去厕所……
通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90后”与其他队员们
合力取得辉煌战绩——在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江苏队负责病区迄今“零病亡”。

“不负韶华，就是要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第一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队员、南京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师刘骊娟说，毕
业后刚进医院工作时，当年参与“非典”救治的护
士长是她心中的英雄。 ▶下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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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江苏援湖北医疗队
第二批撤离队员返回江苏。第二
批撤离队伍包括3支医疗队共350
人，分别为第七批江苏援湖北医疗
队徐州队、扬州队以及江苏省人民
医院派出的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部分队员。

“想把江苏亲人一路送回家”

当日上午，在第七批江苏援湖
北医疗队徐州队住地附近的武昌
火车站前广场上，武汉市硚口区政
府和武汉市第一医院的医护人员
前来送行。

“来年樱花盛开时，期望与君
再相逢。”送别现场，樱花主题浓
郁，樱花书签、手绘樱花隔离服、樱
花汽水……透出春天的气息。“这
是我们连夜准备的，现在是武汉‘樱

花季’，但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带大
家去赏花，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让
他们把樱花‘带走’。”爱卡志愿者车
队队员雷春莉说，徐州医疗队队员
在武汉的这些天，都是由车队接送，
就要告别了，他们心里还是很不舍，

“樱花汽水是汉口人小时候的记忆，
希望他们能够喜欢。”

并肩作战20多天，武汉市第一
医院的医护人员与徐州医疗队队员
们建立了深厚感情。武汉市第一医
院护理部主任王莉说：“我们今天特
地来送行，准备了逆行纪念册、抗疫
英雄证书和书法家协会赠送的‘清
风徐来’书法作品。”

武汉市第一医院感染20、21病
区护士长舒玉珍和徐州医疗队护士
张颖在现场拥抱告别。“江苏医疗队
真的帮了我们很多。”舒玉珍擦拭着

眼角的泪水说，平时穿着防护服，并不
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但大家都记住
了彼此的名字。

在第七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扬州
队住地，湖北自驾联盟志愿者们派来
19辆车为扬州医疗队送行。“之前我
曾送物资到扬州医疗队，这次又派我
来送他们，这就是缘分。”志愿者毕磊
说：“帮大家转送一些行李，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其实，我们都想把江
苏亲人一路送到家。”

“37个日日夜夜的奋斗”

当日下午，164名扬州派出的医
疗队员和省人民医院派出的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队部分成员直飞扬州泰州国
际机场。顺利抵达后，机场用民航界
最高礼仪“过水门”为这批“逆行勇士”
接风洗尘。 ▶下转3版

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第二批撤离队员返苏

最高礼仪，致敬“逆行勇士”

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9
日晚应约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来势凶猛，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勇敢应
对，因为这不仅关乎中国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还关乎全世界公共卫
生安全。经过艰苦努力，当前中国国
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有把握赢得疫情防控战的最终胜利。
中方愿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一
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

际防疫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
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
威胁和挑战，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习近平强调，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刻，中俄相互支持、守望相助，开展了密
切合作，体现了新时代中俄关系高水
平。中俄合作基础牢固，内生动力强
劲。双方要以中俄科技创新年为契机，推
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
坚定支持俄罗斯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采
取的重要举措，相信在普京总统领导下，
俄罗斯人民将继续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团结奋进，不断取得新成就。
普京表示，中国政府为抗击疫情

采取了卓有成效的举措，不仅控制了
国内疫情，也为保护世界人民健康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俄方高度赞赏中
国的努力并为此感到高兴。中国向遭
受疫情的国家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为
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典范。中国的行
动是对个别国家挑衅和污名化中国的
响亮回答。俄方希望同中方继续就抗
击疫情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断深化
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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