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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太给力了，20 分钟
就卖了1438单！”4月28日，学习强
国助农直播为常州市金坛区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代言”，金坛圣贝特
蜂业负责人章浩难掩激动。在他的
展位上，不仅摆放着传统的蜂蜜礼
盒，还有不少为“90后”“00后”们开
发的新产品。“今天是我第一次参与
直播卖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连日来，学习强国江苏学习平台
策划推出“特产代言共解销售难”，发
布各地农产品销售信息。为进一步
拓展“直播+助农+电商”的助农增收
新渠道，学习强国直播中国频道、推
荐频道，交汇点新闻客户端等同步进
行网络直播。琳琅满目的乡村文创、
非遗和全省特色农产品引得全国网
友在线抢单，直播销量一路攀升。

“金坛素有中国绿茶之乡、全国
重点产茶区的美誉，‘金坛雀舌’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金坛区
副区长朱霞走进学习强国直播间，
在线为家乡代言。

“好茶叶，不仅要看外形，也要看
汤色，我们的金坛雀舌，冲泡后直立在
杯中，栗香四溢，48 小时都不会变
色。”江苏鑫品茶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丽平走进直播间，端着茶开始解
说。她带来的金坛雀舌多次荣获“中
茶杯”（中国最高奖项）和“陆羽杯”（江
苏最高奖项）特等奖和金奖、2018 年
第二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金奖。就
在张丽平推荐的间歇，现场的客服已
经开始接到来自全国的订单。

2011 年创建的金坛仙姑村一号
农场，集数字农业、有机种植、休闲观
光、养生度假、运动拓展、科普教育于
一体，创始人姜方俊在直播中，用一
句话就抓住了网友的心，“我们的初
衷就是让食材更安心”。他介绍的

“三倍肉量”霸王肉肉粽和“吃一次你
就会爱上它”沙地蜜薯，又瞬间“抓”
住了强国主播的胃，“奉命”为全国网
友试吃的强国主播在品尝完红润甜
糯的沙地蜜薯后，给出了“好吃到说
不出话来”的评价。本报记者 唐 颖

“20分钟成交1438单！”
学习强国助农直播带“火”金坛

4 月 27 日下午 4 点多，202 位
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队员
们刚刚结束14天的隔离休整，一幕
甜蜜的求婚仪式出现在该医院新门
急诊大楼二楼平台——身穿西装的
帅小伙平先生，手捧一束玫瑰悄悄
到来。此时刚完成 CT 检查的重症
医学科护士赵佳佳正准备离去，她
的姐姐突然出现并捂住佳佳的眼睛
说：“佳佳，看看谁来了？”

睁开眼睛的赵佳佳，惊喜地看
到男朋友手捧玫瑰，略略紧张地说：

“佳佳，你愿意嫁给我吗？”说着便单
膝跪地，并拿出精心准备好的求婚
戒指。看着一脸真诚的男友，佳佳
的心中激动不已。“我愿意！”佳佳开
心地说。

赵佳佳是省人民医院一名重症医
学科护师。去年经姐姐介绍认识现男
友。2月13日上午，赵佳佳接到通知即
将出发去武汉，正在上早班的赵佳佳行
李还是家人帮忙整理送到医院的。

到武汉后，赵佳佳有时下班后会和
平先生视频聊天，告诉他工作中遇到的
人和事。平先生表示，她是一位温柔美
丽又善解人意的好女孩，“平时工作很
辛苦，这次她又主动申请去武汉参加抗
疫工作，更让我敬佩不已。我心中早已
认定此生陪伴的人就是她。”

在现场见证他们甜蜜爱情时刻的
同事、省人民医院援武汉重症医疗队
临时党支部书记陈群表示：“现场的甜
蜜指数太高了！作为一起在武汉战斗
过的战友，我们深深地祝福这一对年
轻人！”

本报记者 仲崇山
本报通讯员 吴倪娜

援鄂女队员收获甜蜜爱情
特 写

4 月 28 日，打造“江苏精品”品
牌、推动高质量发展视频会议在南
京召开。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
门负责人和联络员参加会议，13 个
设区市开设分会场。由省质量发展
委员会办公室、省市场监管局等 8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企业首
席质量官制度的意见》（下称《意
见》）也已在近日印发，拟每年新增
5000名企业首席质量官，且该职务
具有一票否决权。到2025年，力争
实现全省规模以上企业首席质量官
制度全覆盖，中小微企业覆盖率不
低于80%。

首席质量官，
拥有质量一票否决权

省市场监管局局长朱勤虎直
言，如果产品品质跟不上消费升级
需求，消费外流也就成了必然。因
此，提升产品品质，提高产品质量，
成为国内企业赢得市场、赢得消费
者的重要砝码。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一向重
视产品质量。早在2012年，江苏就
在全国率先推出企业首席质量官，
随后在全国大中型企业中逐步推
开。“建立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是

通过建设一支质量人才队伍，强化企
业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质量强企等理
念。”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处室负责人
说，经过近8年实践，我省各地通过政
府推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推动以
首席质量官（“第一质量人”）为核心的
企业质量文化建设和创新。截至去年
底，江苏组织近万名企业管理人员参
加首席质量官业务培训，累计有8804
人获得首席质量官任职资格省级培训
合格证书。在南通，实施首席质量官
制度的企业已超 3000 家，覆盖 60%
以上规上企业。

《意见》明确了首席质量官的岗
位、权限、基本待遇等，要求提高首席
质量官在公司决策中的话语权，不仅
要直接向总经理报告工作，还要参加
企业总经理（总裁）例会、参与企业经
营管理决策。更重要的是，该职位具
有企业质量安全的“一票否决”权。

品牌建设，
离不开标准与认证

在朱勤虎看来，管市场就是管质
量、管品牌，质量、计量、标准、认证、认
可、监督等都与品牌建设密切相关。
其中，标准是引领，认证是手段。

一流的企业做标准，早已成共
识。标准，意味着行业的话语权。在

26000 多项国际标准中，由我国主导
制定的不足 200 项，占比不足 0.8%，
我省主导制定的只有39项，占比仅为
0.15%。

再以认证为例，目前品牌的评价
主要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评定，部分认
证机构存在着收费即“包过”现象。为
此，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18年底开
始清理规范品牌评价工作。在今年我
省推行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中，由
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省生态环境
厅等部门联合启动了对检验检测机构
的“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从全省
2823 家 检 验 检 测 机 构 中 随 机 抽 取
565 家作为检查对象，涉及机动车、建
筑交通工程、农业等检验检测机构。

“江苏精品”国际认证联盟已于 4
月 26 日成立，主要负责制定“江苏精
品”认证实施规则。成员机构将在国
家认监委批准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江
苏精品”认证工作，并对其认证的产品
开展有效监督。

打造“江苏精品”，
还需“大合唱”

记者从打造“江苏精品”品牌、推
动高质量发展视频会议上获悉，我省
将从创牌、定标、认证、监督四个方面
打造“江苏精品”。

创牌，意味着加大品牌培育力度，
形成一批自主创新、品质高端、服务优
质、信誉过硬、市场公认的品牌群体。
在苏州，根据《苏州市质量品牌建设奖
励实施细则》，每年市本级财政将拿出
约 1200 万元用于企业质量品牌奖
励。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虞伟说，
虽然苏州市品牌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身处高原，还要争做高
峰，不仅是为了拿牌子，更是发展苏州
的软实力。

定标，即发挥标准引领作用。大
力实施标准创新工程、标准引领工程、
标准比对工程，不断提高标准的先进
性，以高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促使各行
各业主动对标，逐步构建“江苏精品”
先进标准体系。

认证方面，我省将进一步完善认
证制度，向市场传递质量品牌信任。
监管，则是要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
界，通过市场机制真正推选出消费者
认可、符合品牌发展规律的“江苏精
品”，同时建立健全“江苏精品”认证
退出机制和认证违法违规行为黑名
单制度。

创牌、定标、认证、监督涉及到诸
多领域、诸多部门，因此品牌建设不能
是“独角戏”，而应该是“大合唱”。

本报记者 赵伟莉

我省深化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

唱好“大合唱”，打造“江苏精品”

连接盐城市盐南高新区与河东新城开发区的盐渎
大桥28日通车，将缓解附近居民出行跨区绕行问题。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民生桥”通车

▶上接 1 版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
场上，每一位“出征人”的背后都有当
地党委政府和家人的温暖支撑、坚定
守候，各地上演着无数“你放心奋战，
我守小家不乱”的江苏担当。

江苏力量：重症前线 精锐
救治

重症前线，殊死鏖战，医务人员们
面对的是一场硬仗。

在武汉战场上，江苏省援武汉医
疗队共 11 批次 20 支分队、医护人员
2438 人，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同济医
院光谷院区、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等
7 家定点收治医院和 3 家方舱医院开
展救治工作。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
ICU医生来讲，重症病人在哪，我就应
该在哪。这里还有这么多的重症病
人，那我就应该继续在这里战斗，不获
全胜绝不收兵。”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邱海波说。
身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国家卫
健委专家组成员，他第一时间踏进“主
战场”，冲到“最前线”。

在重症隔离病房，病人会突然出
现病情变化，邱海波会主动上前插
管。他建议的“俯卧位通气”疗法在危
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救治过程中效果显
著。邱海波和专家组成员多次当面向
孙春兰副总理汇报工作，提供基于专
业研判的应对建议，一些建议当场被
采纳，高效落实后成为改善战“疫”局
面的关键举措。

根据国家部署，在全力支援武汉
的同时，江苏组建支援黄石市前方指
挥部和医疗队，与黄石市携手开展疫

情防控阻击战。2 月 10 日、2 月 24
日，江苏省援黄石医疗队前后共 2 批
次 362 人，分别进驻黄石市区及两个
县市的 8 家定点医院和黄石市疾控
中心。

“不放弃任何一名重症患者。”江
苏支援湖北疫情防控前方指挥部副
总指挥、南医大附属逸夫医院院长鲁
翔带领团队和黄石医护人员携手与
死神“掰手腕”。他还及时呼吁江苏
康复患者捐献血浆，黄石许多康复患
者身上，流淌着来自江苏捐献的“爱
心血浆”。

“只有做好了院内感染的控制，做
好医疗队员自身的防护，才能打赢这
场攻坚战。”这是江苏援黄石医疗队专
家组组长黄英姿的口头禅。到达黄石
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协助当地做
好院内感控，全面改造流程，严格实行

“三区两通道”。
在抗疫形势最吃劲的时候，国

家卫健委新冠肺炎重症救治组中西
医巡诊专家、江苏省中医院副院长
朱佳到抗疫“最前线”把脉开方，探
寻中西医联合救治新冠肺炎危重患
者的方法。

江苏医疗队里，经验丰富的专家
名医和不言苦不怕累不惧险的医护人
员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铸就了一支攻坚克难、能打胜仗的“硬
核”团队。

在抗疫一线，江苏医疗队有力降
低了病亡率，发挥了尖兵作用。

在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监护病区
创下 1 小时收治 40 多名患者的“江苏
速度”；首创患者俯卧位机械通气“糖
果翻身法”等操作流程，被国家卫生健

康委总结推广；江苏接管的武汉同济
医院 1 个重症病区和光谷院区 2 个重
症病区实现患者“零死亡”，同济医院
光谷院区院长刘继红高度评价：“江苏
队是精锐之师！”

截至 4 月 12 日，江苏省援鄂医疗
队中有 1800 余名医务人员从事重症
危重症患者救治，累计收治重症、危重
症 患 者 1381 人 ，转 轻 及 出 院 1237
人。中央指导组专家组对援黄石医疗
队重症救治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江苏模式：方舱日夜 生命
之舟

被誉为“生命之舟”的方舱医院彰
显中国智慧，在人类抗疫史上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其中，江苏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们贡献的“江苏模式”成
为托举“生命之舱”的重要力量。

江苏省人民医院派出的国家（江
苏）紧急医学救援队，作为首批到达武
汉的队伍之一，在 45 天内，先后建管
武汉客厅、武汉体育中心两所方舱医
院，他们还创造性地提出“方舱不光是
医院，更是社区”的理念。

国家（江苏）紧急医学救援队队
长、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主任医
师陈旭锋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巡舱时
发现，一位 59 岁患者连续失眠，原来
患者牵挂年过九旬的父亲。当晚，陈
旭锋通过工作群发布“寻人启事”，很
快找到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就诊的老
人，患者看到视频后终于放了心，“江
苏大夫就是家人”。

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是唯一以中医
主导治疗的方舱医院。在这里，江苏队
因人施方，拟定“1+4+N”江苏中医综合

治疗方案，并带着轻症患者们每日练习
“苏功”，“药术并举”，救治有力。

“对于病区内的危重症患者，我们
在前线联合江苏省中医院进行‘云会
诊’。”江苏省中医院呼吸科副主任、江
苏省医疗队支援武汉江夏区中医医院
总负责人王谦说，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相当于把江苏的三甲医院“搬”到了武
汉。3月6日，江夏区中医医院患者清
零，成为武汉首个新冠肺炎患者清零
的定点中医院。

从 2 月 13 日收治患者起，江苏管
理的武汉 3 家方舱医院共收治确诊病
例 1934 人，治愈出院 522 人，实现了
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治愈人
员零复发。方舱医院的运行管理也得
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的高度肯定。

江苏援湖北医疗队，青春抗“疫”
正担当！“2003 年非典，全世界守护
90 后 。 2020 年 ，90 后 守 护 这 个 世
界！”南京鼓楼医院护士江雨璐，刚过
完23岁生日就剪短了长发，作为第五
批江苏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员来到武
汉。看似孩子的他们，肩膀硬朗，上班
做护士，下班当护工，清扫垃圾、搬移
设备、给病人喂饭，都是抢着干。许多
患者心疼不已，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看
这些可爱的孩子摘了口罩的模样！”

江苏情谊：与子同袍 同气
连枝

患难与共结情谊，春暖疫消是归
期。驰援湖北的江苏医疗队悉数返
苏。“我们与湖北医护人员并肩作战，
结下深厚友谊。”江苏援武汉医疗队总
领队、省卫健委副主任邱泽森说。

这个春天，黄石市人民政府授予江

苏对口援黄石医疗支援队全部队员“黄
石市荣誉市民”称号；江苏对口援黄石
医疗支援队还与黄石市签订了“1+11”
的医疗卫生领域交流合作协议。

3 月 20 日，江苏援黄石医疗队首
批队员离开黄石，鲁翔带领队员们在
驻地前齐声喊出：“禀父老：楼兰破，人
平安，白衣将士把家还！”

3 月 28 日，湖北黄石市民以最高
礼遇，欢送最后一批江苏援黄石医疗
队队员。道路两旁，“感谢江苏”的呼
喊声此起彼伏；隔窗挥手，作别第二故
乡，江苏医护人员不仅留下“确诊病例
清零、疑似病例清零，治愈率达 96%
以上”的成绩单，也留下带不走的江苏
经验和江苏情谊。

2 月 13 日，由江苏省人民医院副
院长刘云带队的省人医208名医务人
员星夜驰援武汉。在武汉市第一医院
奋战35天后，医疗队接管了武汉金银
潭医院的两个重症监护病区。4 月 6
日，医疗队继续坚守，全面接管全部危
重症患者。4 月 11 日，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ICU新冠肺炎患者清零。4月12
日下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
宇向江苏的这支“铁军”深情鞠躬：“你
们在我们这家医院最艰难的时候冲了
进来，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帮助！”

“你觉得星星很美，那是因为你
没见过戴着口罩医护人员的眼睛。”
在武汉，在黄石，有的治愈者把感谢
信留在空床位上，有的发微博微信致
谢：“感谢美丽的江苏医疗队天使踏
着祥云飞来武汉，感谢你们为我们拼
过命！”

冬去春来，江苏驰援湖北医护人
员以最美“逆行”、最强担当、最暖真
情，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
了江苏力量。

3 月 31 日，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
在机场迎接凯旋的白衣天使时动情地

说：“出征的将士平安凯旋，今天你们
回家了！我们为你们骄傲！”

本报记者 沈峥嵘 王世停 王 拓

>>>短 评

见证“千人同心”
的力量

一声号令，一夜集结，去武汉、去
黄石、去一线！为国勇担使命，为邻慷
慨解难，江苏生动诠释了“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的力量。从武汉到黄石，从
政府到民间，无不展现出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真挚情谊和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的担当。

“江苏是经济大省、产业大省，现在
国家遇到了重大困难，我们有责任、有
条件多挑一些担子。”朴实的话语传递
责任和担当，务实的行动谱写道义和情
怀。“把最硬的鳞都给你”，精兵集结、尽
锐出战，江苏是全国派出医务人员最多
的省份，江苏援湖北医疗队是最早到
达、最晚离开的医疗队。危难时刻，宁
可自己紧一点，也要急兄弟省份之所
急，这是江苏历来的“传统”，也是江苏
人民一以贯之的担当和格局。

有一些画面，让人无限动容；有一
些身影，永被铭记心中；有一种力量，
能够坚不可摧。抗击疫情，每一个挺
身而出的医护人员都是勇士；危急时
刻，每一个坚守岗位的劳动者都是英
雄；国有征召，每一个人都是一道坚强
的生命防线。以生命守护生命，用担
当承载使命，致敬最勇敢的战士，致敬
最美的逆行者！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凝聚
万众一心、同心同向的力量，昂扬担当
作为、迎难而上的信念，于风雨中挺
立，在磨难中奋起，我们终将迎来云破
日出、天朗气清。 陈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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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盱眙县马坝镇腊塘村投入 3000 万元建成首批 78 套农改房。27
日，当地居民开心入住新房。 许昌银 黄培林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