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坚持以“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韧劲抓牢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以“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拼劲，防疫、发展两个战

役一起打，不断巩固成果、扩

大战果。

政府人员下沉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保障对外开放全通道畅通，出台减税减
租等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
展……通过一系列抓防疫、促发展政策措
施，河南着力协调解决生产企业所需的原
料供应、生产资金、劳动力、产品运输等要
素保障，省内医用防疫类企业开足马力，能
源保障类企业全面开动，各行业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

“要统筹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复工复
产，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既要勇于担当作
为，又要科学组织实施。”河南省委书记王国
生表示，要再加一把劲，巩固成果、扩大
战果。

防控网覆盖城乡

房间一角摆着几张行军床，床下是几箱
快要见底的方便面……这是河南省疫情防
控指挥部里的场景。指挥部下设7个工作
组，120余位来自省直各厅局的工作人员，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一个多月。这里连接着
全省疫情防控的每一个角落。

为筑牢防控新冠肺炎的“铜墙铁壁”，河
南各地纷纷出实招、解难题，底气十足，数万
名基层干部、党员共同筑牢疫情防控的安
全堤。

每一个乡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网格，都成为一方“战场”，党员干部
身先士卒，像钉钉子一样，钉在各自岗位上，
织密覆盖城乡的疫情防控网。信阳市各级
基层党组织闻令而动，内防扩散、外防输出，
筑牢市县乡村四级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坚
实防线。平顶山采取前移核酸检测关口、实
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严格医护人员安全流
程、居家隔离人员实行健康管理、治愈病例
继续集中隔离观察、强化地企联动等10项
举措。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物流必须高效通
畅，河南“空陆网海”四路建设齐头并进、叠
加发力，服务国内外众多的外贸企业和市
场。“口罩航班”“防护服航班”……一次次

“逆飞”为疫情应急物资打开空中“绿色
通道”。

两个“战役”一起打

2月23日，位于新乡辉县市孟庄镇的先
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标准化厂房施工现
场，车辆穿梭、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新
乡市在此举行了今年第一批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

在漯河双汇第一工业园车间，新鲜的肉

泥被灌装到肠衣里，经烘烤、切割、包装、冷
藏等工序，变成了一箱箱美味的火腿肠。“我
们早就复工了，春节期间一直不间断发货，
全力保障市场供应。”漯河双汇进出口贸易
公司总经理万子豪说。

连日来，河南一家家企业“火力全开”，
生产持续、保障供货。截至2月29日，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664家，累计复工率达
83.9%；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正常生产人
数443.4万人，累计到岗人数216.6万人，员
工到岗率约49%。

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运输、资
金和人员到岗难题；建立复工复产企业信息
沟通平台和企业纾困快速解决机制；鼓励企
业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快复工复产……河南
坚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抓牢疫情
防控，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防疫、发
展两个战役一起打。

日前，商丘市2020年第一批70个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500亿元；南阳市213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657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256亿元……河南各地各行业
全面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期间，河南省商务部门已向企
业发放通行证3900个，全力畅通农产品运
销渠道。“截至2月26日，全省244家农批、
农贸市场中，已复工开业169家。”河南省商
务厅副厅长何松浩说。

针对目前农业企业面临原料供不上、物

资运不进、产品销不出、用工回不来等问题，
河南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千方百计帮助企业
复工复产，重点组织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特
别是食品企业和农资企业，在做好自身防疫
的前提下，优先实现复工复产。

河南春耕工作正有序展开。疫情发生
以来，河南省科协启动应急科普机制，开展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1800多场次，组织科技
志愿服务队进农村、社区播放疫情防控大喇
叭112.5万次，指导田间管理。“我们已组织
全省1.5万个科普组织和14.8万名科技志愿
者构建全媒体科普矩阵，利用线上线下渠
道，精准做好科普内容供给，助力春耕生
产。”河南省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曹奎说。

扶持企业渡难关

“原以为转产手续慢，没想到不用我们
操心，有专人送服务上门、解难题。”郑州豫
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新郑
市专门派来了复工复产的“服务员”，从正月
初三开始一直在帮着协调解决企业生产原
材料紧张等难题，并帮助企业订购生产设
备、快速办理生产资质等，提供“保姆式”
服务。

为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河南各地各部门
群策群力，制定了疫情防控期间工业企业复
工复产实施方案。“保姆式”服务一方面帮助
企业开展地毯式的疫情防控宣传和摸排走

访，使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全覆盖，不留死角；
另一方面帮助企业解决各类复工复产遇到的
用工、防疫、运输、金融、原料、资金等问题。

河南移动等信息化企业还向全省发布
了167个疫情防控软件产品和解决方案、
198个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云产品服务和
应用解决方案。

商丘市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稳定职
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强化运输保障、完
善政策执行等5个方面，出台文件强化对企
业健康发展的支持，尤其是支持农产品加
工企业发展。商丘市农业农村局对全市农
产品加工企业、畜禽产品生产企业等开展
了调研，了解掌握了企业生产经营、市场供
应和物资储备情况，并与多部门联合，帮助
农产品加工企业解决人员不足、返岗不畅
等问题。

信阳市淮滨港的建设工地上，正在开挖
新航道的挖掘机长臂挥舞，很快就装满一台
重型自卸车。据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局长丁
伟介绍，淮滨港项目2月19日复工后，他们
实行“五区三卡二监督一封闭”严格管理，派
专人巡回宣传监督，随时掌握各工作面防控
落实情况。

此外，安阳、孟津积极实施“一企一策”，
精准有序复工；鹤壁市组织专班驻厂，为企
业解难纾困；濮阳市瞄准企业关注的运营成
本、道路运输、用工服务等问题，出台20条
政策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错峰上班，每天两次测体温，午餐统一派
送……这些天，除了保障产品正常生产之外，
细之又细配合做好防疫，成了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正是洛阳企业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前提下保障复工复产的缩影。

作为交通枢纽、人口大市，洛阳面临人
员跨区域、大密度流动等不利影响，统筹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任务复杂艰巨。洛阳市
把握“以防控为前提、以平稳为基石、以发展
求长远”的工作基调，以精准防控为抓手，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安全有序
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洛阳在全力保障疫情
防控、群众生活物资供给的同时，出台《工业
企业节后复工疫情防控分类指导意见》等，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专业指导，创造良好
环境。

中信重工9万多吨订单在手，全力冲刺
一季度发展“开门红”；洛阳单晶硅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1月以来主要经营指标均达到或
高于预期水平；民生药业集团洛阳德之康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工人三班倒轮流上岗，生产
线24小时不停机……全市上下防疫毫不松
懈，生产后劲十足。

从春节到当前，在洛阳地铁2号线一期
建设现场，2台盾构机开展下穿洛河全速掘
进作业，百余名工人昼夜奋战。

为保证建设持续推进，中铁隧道局洛阳
地铁项目部根据疫情形势和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关工作安排，在1月21日就备齐口罩、
消毒液、温度计等物资，对没有疫区接触史、
坚守一线的工人封闭管理，要求“口不离罩、
足不外行、饭不聚吃、手要勤洗”。

疫情当前保持“在线”的重大项目，不只

是洛阳地铁。2月13日，伊川县忠旺铝合金
精深加工项目王庄安置房建设恢复施工。
作为推动洛阳乃至河南铝工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该项目建立完整的消毒、体温
测量、车辆及人员出入等制度，全力以赴保
施工，工程得以按节点推进。

疫情发生以来，洛阳出台《关于做好全
市企业、施工工地复工复产“返工”人员科
学防控的指导意见》，严把复工复产“防疫
关”。从“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不具备复
工条件的不准复工复产，从严准备、从严指
导、从严督查”的“两不准、三从严”，到“错
峰返程、分批开工，一厂一策、一厂一员，厂
地联动、严把三关（进城、社区、厂园）”的

“三大体系”，再到防控组织、防控方案、防
控物资、人员排查、措施落实、环保措施“六
个到位”。

如今，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洛阳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持续加大，

“97183”（即在延续建设九大体系、近70个
重大专项的基础上，将在2020年谋划1196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8847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3072亿元）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正
加速落实。

“园区的减免费用举措很暖心，让我们
抗疫情、谋发展的动力更足了。”这几天，对
于入驻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洛阳隆银铝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如意来说，疫情没有打
击其持续发展的信心。

洛阳将租金、服务费减免等情况纳入创
新创业载体考核评价加分项目，拥有500多
家入孵企业的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推出综
合服务费、物业管理费减免举措，联手园区
企业共渡“疫情关”。

稳企业，就是稳就业、保民生、促发展。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洛阳坚持问题导向、
精准施策，在修复供应链、保障要素链、完善
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上下功夫，全力推动复
工企业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

聚焦“人”“钱”“路”等复工复产的“卡脖
子”问题，洛阳发布4个方面20条政策，从为
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到降低企业信贷
成本费率，再到减免中小企业房租，全力支
持实体经济全面发展。

“我们这个生产车间全自动操
作，2500台机器只需要3个人在总
控室通过电脑就可以控制……”2
月23日上午，在五得利集团周口面
粉有限公司，生产二车间主任王建
宇扯高了嗓门对记者说。

五得利集团周口面粉有限公司
是河南省周口市的重点民生企业，
也是一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他们
2月2日就复工复产。

如今，像五得利集团周口面粉有
限公司这样全面复工复产的企业在
周口市不在少数。诸如益海（周口）
粮油工业有限公司、扶沟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河南大用邦杰食品有限公
司、河南科信电缆有限公司等一大批
工业企业已经全面复工复产。

疫情发生以来，周口市按照中
央和河南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在
做好科学防控的前提下，积极组织、
有序推动各类重点企业、重点项目
复工复产，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

周口市成立了服务企业复工复
产工作专班，发改、人社、工信、交
通、卫健、金融等有关部门为成员，
各部门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协调解
决复工复产遇到的难题。周口市政
府下发了《关于有序开展企业复工
复产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工
业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推动各类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各县市区结合实际，因业施
策、因时施策，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指导企业制定复工复产工作
方案和应急预案，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和重点项目
建设。

为切实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周口人社部门成立了用工保
障工作专班，对重点企业指定专人对接，启动了线上招聘服务
活动，推广“点对点”“门到门”输送模式，开展有组织的劳动力
转移就业和健康监测，切实保证用工需求。与此同时，周口市
还切实保障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煤炭的可靠供应，及时为应
急运输车辆发放通行证，组织、协调、储备了700辆货车、90
辆客车、30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作为应急运力，确定了2
家修理厂为车辆维护应急救援力量，确保紧急情况下运得出、
运得了、运得快。

为稳住企业、稳住就业、稳住经济平稳发展态势，周口市
采取多项举措服务企业发展。周口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稳经营促发展政
策措施的通知》，从加大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强化保障服
务等3个方面明确了16条政策措施，支持中小企业稳经营、
促发展。金融部门积极协调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适当降
低利率、减免逾期利息、调整还款期限等方式，不盲目抽贷、断
贷、压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2月26日上午，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的黄河鲲鹏生
产基地B区项目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20亿元，是许昌市产
业升级的重要引领性项目，也是当日集中开工的68个亿元重
点项目之一。

截至2月26日，许昌规模以上企业复工复产1336家，复
工率达89.4%。

“为支持抗‘疫’防护工作，我们公司准备转产防护服，时
间很急，手续该如何办理？”2月13日21时30分，许昌市建安
区市场监管局值班副局长朱晓明接到了许昌蓝天服装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晓燕的求助电话。

许昌蓝天服装有限公司是一家设计生产交通制服、森林
防火阻燃服的企业，具备生产一类医疗器械条件。得知企业
复工诉求后，朱晓明立刻电话联系相关科室，第一时间通过电
话、微信等方式，指导企业办理网上申报及准备材料。

2月14日上午，朱晓明与王晓燕一起来到许昌市市场监
管局提交资料，办理了备案审批。当天下午，王晓燕就拿到了
产品资质备案证书。

接下来，该企业还需要办理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变更
手续。而疫情防控期间，市、区两级负责注册的工作人员就采
用微信发流程、视频通话指导的方式，帮助企业在网上操作。
2月15日17时30分，该企业完成了所有资料的上传工作，17
时50分，获得核准通过。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举措。疫情期间，许昌市为简化复工
报备手续，专门推出“线上”服务，企业可利用“I许昌”APP软
件提交相关资料申请复工复产，为减少人员接触、加快企业复
工复产申报提供了便捷服务。

2月26日上午，许昌市东城区组织的3辆大巴车载着63
名四川务工人员安全返回许昌。为保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东城区采用“点对点、一站式”包车、定制化的运输方式，集中
组织省外农民工返岗复工。

这是许昌市全力服务企业、促进复工复产采取的实际行
动之一。

许昌市2月6日就针对广大企业面临的订单无法按时完
成、用工不稳定性增加、现金流压力加大、市场开拓受阻等问
题，及时下发《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企
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文件，出台四大项18条具体
措施，对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作出部署，打出了一套漂亮
的“组合拳”，让企业吃上了“定心丸”。

“我们从强化金融支持、减轻企业负担、优化政务服务、稳
定工作岗位4个方面出台具体措施，让企业看到实实在在的
支持举措，尽快复工复产。同时专门成立9个协调服务组，每
个组由一名县级领导任组长、相关业务科室参加，全天候服务
于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加快重点保障物资生产，积极协
调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物资运输受阻、防疫物资短
缺等问题。”许昌市工信局党组成员张廷山说。

2月28日，一列从德国汉堡发出，搭载6896件进口邮件的中欧班列列车抵达郑州铁路口岸。这标志着河南省承担的中欧班列唯一进口
邮件试点线路全线贯通，中欧班列（郑州）成为第一条国际邮件陆路双向运输通道。 邓婷婷摄（中经视觉）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八成——

河南织密防控网答好发展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夏先清 王 伟 杨子佩

从严准备、从严指导、从严督查

洛阳：复工复产措施有力后劲足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张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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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手续、“线上”服务

许昌：68个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杨红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