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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企业复工复产 疫情防控在前

□本报记者 逯彦萃

2月 10日，是郑州市工业企业
返岗复工的第一天。兵马刚启动，
粮草已先行。在抗击疫情的关键
时期，作为企业资金流的保障方，
银行如何保障金融服务？当天，记
者走访了中原银行。

“要办业务吗？先量体温、登
记、消毒之后才能进去，特殊时期
请您理解。”上午 10点，在中原银
行农业路支行，保安为登门的每一
位顾客例行“安检”后才放行。“只
有安全防护做到位，金融服务才能
可持续。”该支行行长朱云龙说，当
前，防护口罩、医用手套、护目镜与
工装一样成了所有一线员工的“标
配”。为了避免人员流动交叉感
染，顾客接触过的设备、座位都要
即刻消毒。

当天，河南投资集团的工作
人员吴女士前来办理转账业务，
因为企业是特殊账户，22 笔业务
需要现场办理。“我们的业务涉及
交通、口岸、工业企业，复工第一
天资金就要跟得上。”吴女士说，

“银行正常营业，企业复工复产才
能有底气。”

一上午，前来补卡、存款、转账
的客户络绎不绝。记者了解到，为
与企业复工的节奏保持同频，从 2
月 9日起，中原银行在郑州市实施
各支行“轮岗”营业，确保每天至少
有 3家支行开门迎客，以确保疫情

防控金融服务两不误。而“轮休”
的支行，也有“备岗”人员，确保遇
到紧急情况，“备岗”人员随叫随
到。“在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之初，
我行的‘备岗’人员已经服务了不
少战‘疫’企业。”中原银行相关负
责人说。

据了解，营业网点作为“看得
见的钱袋子”，服务企业复工不缺
位；线上银行作为“看不见的钱袋
子”，在特殊时期优势更明显。中
原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避
免线下接触，中原银行对企业账
户实施 7×24 小时实时转账和业
务审批服务。数百名大数据、互
联网工程师实时在线，远程操控，
保障账户安全。“为了鼓励用户线
上办理业务，我们将企业网银端
单笔普通汇款支付限额提高，可
以满足大部分企业复工复产一般
资金需求。当前，银行业务平均
离柜率已经超过了 90%。”中原银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全省复工企
业 可 以 放 心 ，银 行 服 务“ 不 打
烊”。③5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2月 10日下午，长垣市飘安集团
厂区内，75岁的该集团总工程师崔继
茂看着眼前一米米的水刺布快速完成
覆膜，长舒了一口气，自己带回的机器
总算开工了。有了它们，公司生产防
护服需要的主料——覆膜水刺布将从
每天1吨多的产量直接提高到5吨多，
这个产量足够满足每天 1万套防护服
的生产需要。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疫情来得太突然了，又是春节。”
说起为啥亲自带队千里奔波去采购设
备，崔继茂依然唏嘘不已。

腊月二十五前后，铺天盖地的订
单涌向了长垣市各个卫材企业。然而
仅仅复工没几天，一些卫材企业便不
得不选择了停工——没“米”了。

由于春节放假，上游的供应链中
断，口罩和防护服的原材料双双告
急。尤其是防护服，这个原本平常年
份需求很小的医疗耗材，现在每天仅
湖北的需求就超过 10万套。企业根
本没有储备足够多的原料。

解决原材料的问题，一是上游企
业尽快开工，二是自己生产。

“我们一直都是自给自足，产业链
比较完整。”崔继茂说，覆膜水刺布是生
产防护服的主要原料。当时，飘安集团
生产水刺布的机器每天可以产出将近6
吨，但由于覆膜机每天只能完成覆膜水
刺布1吨多，仅够满足每天2000多套的
防护服产能。覆膜机成为提高覆膜水
刺布和防护服产能的卡脖子环节。

此外，省市领导也多次到集团调
研，希望飘安能够在满足自己生产的
同时，有余力帮助其他企业解决材料
紧缺问题，扩大整个长垣的产能。

武汉、湖北乃至全国各地防护服
告急的信息不断传来，全国的医院都
在等防护服。怎么办？

买机器！
很快，他们在网上联系到江苏无

锡一家卖覆膜机的厂家，75岁的崔继
茂不顾大家劝阻，连夜踏上了买设备
的征程。

谁能想到突发了变故

2月 2日晚上 6点，崔继茂和厂里
一个技术人员加上两个司机，一行 4
人开车上高速直奔无锡而去。

出发前崔继茂就想好了：夜里到
了先休息，3 日白天买机器，晚上装
车，4日就能回到长垣，顺利的话当天
晚上就能安装生产。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这一趟什
么行李也没带。除了身上穿的衣服，
车里只装了一个热水壶，两箱方便面。

经过 9个小时的高速行驶，2月 3
日凌晨 3 点多，4 人便赶到了无锡东
站，结果一到就吃了个“闭门羹”。

由于没有通行手续，无锡高速口
禁止外地车辆进入，一直等到 3日早
上 9点，交警才通知：除了湖北和温州
地区的车，一律放行。

顾不上吃东西，崔继茂等人赶快
开车向厂家赶去。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与厂家接
上头，验货也没问题，对方承诺马上就
能发货。合同签完不到 3分钟，10万
元的定金就转到了对方账上。

然而第二天一大早，货车也已到了
厂家门口，却突生变故。供货方先是说
联系不上安装师傅，又说机器缺零件了，
总之就是拉走也不能用，不让提货了。

紧急寻找新的货源

货没了，怎么办，空车回去？这几
天大家连夜奔波，吃泡面，没睡过一个
安生觉，就这么走了？

“咱不怕吃苦，我一个 40多年党
龄的老党员啥困难都不怕，但是买不
到机器回去怎么办？”崔继茂想起自己
临走前公司领导再三叮嘱的话：咱们

这就是战场，家里等着你们把“枪炮子
弹”运回来，早生产一天就能多帮助多
少个医生和患者啊！

忍着难受，崔继茂把情况向公司
汇报后，又开始紧急寻找新的厂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苏盐城一个厂家
表示自己有现货。由于天色已晚，连
夜赶过去依然无法下高速，崔继茂等
人只好又在无锡待了一晚。

2月5日一早，一行4人赶往盐城。
这一次，崔继茂吸取了教训，验货、沟通
机器细节、商量安装调试、签合同……
每一个环节都仔仔细细认真确定无误
了，这才确定付款。两台机器56万元。

“虽然贵了点，但是设备质量好就
行。”2月 6日，一切手续办妥，货物装
车启程。

晚上吃过最后一顿泡面，带来的
两箱方便面只剩下两桶了。“还好终于
可以返程了，不然方便面都不够吃
了。”崔继茂心情轻松了许多。

2月 7日早上 9点，载着两台堪称
“救命设备”的货车终于驶回了长垣。

来到公司门口，早已等候在那里
的长垣市领导为他们戴上了大红花。

但崔继茂依然不敢片刻懈怠，紧
接着又投入紧张的安装调试，10日下
午，覆膜机终于试车成功。直到这时，
崔继茂才终于瘫坐在椅子上。③6

连夜走、睡汽车、吃泡面

七旬总工千里求购“救命设备”

为企业复工备足“钱袋子”

□本报记者 栾姗

2 月 10 日 8 时，荥阳市豫龙
镇，郑州市彦峰塑料包装有限公
司，不同于以往多名员工协同加班
作业，偌大的工厂内只有七八个员
工在忙碌着。

初春气温乍暖还寒，细密的汗
珠在脑门上浸出，公司负责人李延
峰马不停蹄地在察看流水线机器
调试情况，印刷、覆膜、模切、烫金
……几个环节下来，直至成叠塑料
标签开始装箱打包，他才松了一口
气。

此时已是晌午，桌上的早点餐
包一直没有打开。“这批货是要送
到漯河双汇集团的救急民生保障
物资，一刻都耽误不得！”李延峰
说。

该企业是双汇集团在河南的
25家供应链企业之一，原计划是在
2月中下旬复工复产。很明显，一
切都提前了。

故事还得从72小时前说起。
2月 7日 12时，省发展改革委

接到上级指令，尽快协调双汇集团
25家供应链企业复工，着力解决用
工、原料、资金、物流配送等实际问
题，保障火腿肠等疫情防控重点生
活物资的生产。

“留给地市的时间非常紧，一
刻都耽误不得！”省发展改革委经
济贸易处相关负责人说。

“@漯河、郑州等市发展改革
委……”接到指令的当天下午，全

省发展改革系统微信工作群里出
现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相关地市

“一对一”服务双汇集团 25家供应
链企业。

“企业复工复产的人员、物
资，需要紧急协调。”郑州市发展
改革委工业处处长刘绪宝接到通
知的当天晚上，随即打电话通知
了荥阳市产业集聚区。“放心，我
们全力以赴保障。”电话那头，回
答爽快。

“公司员工有一半是外地的，
现有物资也不能满足如此大量的
生产需求。”接到荥阳市产业集聚
区领导的电话后，李延峰开始在头
脑里飞速计算着人力、物力等实际
情况。“仓库还有库存，我们边干边
想办法。”

魔芋粉、果葡糖浆、马口铁罐、
纸盒……河南双汇采购中心主任
李静已经连续几个夜晚辗转难眠，
她最担心的就是供应链跟不上生
产链。“火腿肠的原材料我们能生
产，但是辅料和包材也要跟上，一
刻都耽误不得！”

2 月 10 日 12 时，当她接到电
话通知，得知已有 6家供应链企业
复工复产，超过半数有望近期复工
复产时，悬在嗓子眼的一颗心才稍
微放了下来。但还有部分供应链
企业，由于遇到员工到岗、物资运
输、安全防疫等难题，复工复产时
间尚不明朗。

“希望他们的难题早点解决，
尽快复工复产。”李静说。③6

保障火腿肠等疫情防控重点生活物资的生产

72小时，一刻都耽误不得！

53亿民生支出托牢“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丰兴汉

碧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群鹭齐
飞。

冬日的唐河县国家湿地公园依然
是绿意盎然、诗情流动，曲径回廊的尽
头碧水绿毯平铺，“打卡”的候鸟婉转
低唱。

这是唐河送给全县人民的一份
“生态厚礼”。去年年底，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印发《关于 2019年试点国家湿
地公园验收情况的通知》，河南唐河国
家湿地公园成功通过试点验收，正式
成为国家湿地公园，为唐河县添一张

“国字号”名片。
“生态好才能环境好，环境好才能

生活好，生活好才能有幸福感。”市民
党万树说，“县里搞生态修复，搞出了
国家级生态名片，这个钱花得值！”

来自财政部门的统计显示：唐河

县财政 2019 年一般性支出同比下降
5.4%，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用于民
生的支出达到 53亿元，占全县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 82%。这一降一升，彰
显出县委、县政府的“民生情怀”；而53
亿元精心烹制的民生盛宴，更为全县
人民端牢了“稳稳的幸福”。

“坚持厉行节约与改善民生并重，
促进了民生福祉不断增加。”县委书记
周天龙说，“在财力紧张、收支矛盾突
出的情况下，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优化支出结构，
持续压缩一般性支出，不断加大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力度，努力让发展成果
惠及全县人民。”

翻开唐河县的“民生清单”，一桩
桩、一件件、一笔笔民生项目和资金支
出历历在目——

让贫困群众老有所养，是唐河民
之所愿、情之所至、心之所向。尤其在
扶贫领域，全年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2.8

亿元，多途径探索“医养结合”集中供
养模式，建设县级社会福利中心老年
公寓1处，新建、改扩建乡级敬老院19
所，改扩建村级幸福院 59处，为深度
贫困群众如期脱贫奠定坚实基础。随
之创新了医疗保障扶贫保险、危房改
造、五保户集中供养、公益性岗位安置
等一系列保障政策和增收措施。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唐河全面加
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均衡配置城乡
教育资源，改扩建城区学校 5所、农村
学校 119所。2019年，城区文峰高中
一期工程顺利完工，新建县二初中新
校区，新增教学班 36个。改扩建十六
小、县一初中、县三初中、城郊乡中、思
源实验学校城区学校 5所，新增 78个
教学班，新增学位3900个。乡镇新建
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 59所，投入资金
5312.9 万元，新增 70个教学班，新增
学位3500个，全面消除了超大班额现
象。学前教育投入建设资金 2661 万

元，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 60所，其中
新建幼儿园项目 13所，改扩建 47所，
新增学位3080个。

为了让群众病有所医，唐河持续
改善医疗条件。县医院新院项目加快
推进，县医院分院项目是全县十大重
点民生工程之一，是目前为止全县单
个项目投资最大的民生工程。该项目
总投资约 10 亿元，占地 320 亩、建筑
面积 26万平方米，泊车位 3000个，设
置病床 2000张,分为门诊急诊系统、
住院系统、医技系统、供应保障系统、
行政管理系统五大建设系统。新中医
院建成投用，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医疗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文化生
活的向往，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责
任。唐河大力发展文体事业，投资逾
千万元，率先在南阳市同步建成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中心和融
媒体中心，分别被确定为全国试点和

全省试点；投资4300万元的唐河县博
物馆建设项目完成布展并向公众开
放，持续推进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
和乡镇文化站免费开放，向群众提供
优质的文化产品服务，丰富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鼓励支持民间艺术发展，
繁荣戏曲文化，被评为“河南省戏曲之
乡”。

破解行路难，群众尽开颜。一年
来，唐河共实施重点交通投资项目 16
个，总投资5.06亿元，其中争取政策性
资金 1.76亿元。其中干线公路项目 5
个，投资 10809万元；农村公路项目 7
个，投资 37518万元；客运站升级改造
项目 3 个，投资 1194 万元。G312 线
唐河境大岗西桥危桥改造工程、G234
线三夹河至黑龙镇段抢修工程、桐寨
铺镇道路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工；完

成危桥改造 20座 1100延米，新建、改
建农村公路 200公里；新增新能源公
交车 30 台，城区公交车达 130 台，开
通 11条线路，基本实现城区主干道路
公交全覆盖；实现 60岁以上老人免费
乘坐公交车。全县 525个建制行政村
全部实现通硬化路、通邮、通客车目
标，唐河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得
到明显改观。

县财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把好事办好、好事办实，确保各类民生
支出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县财政严
把资金管理关口,按照“不违规挪用一
分，不铺张浪费一分，不跑冒滴漏一
分，不模糊使用一分”的“四不”原则，
维护了民生支出的公平公正性和公开
透明性，大大提高了民生支出的社会
公信力。

“砥砺奋进看唐河”系列报道之六

□本报记者 赵振杰

2 月 10 日中午 12 点 04 分，郑州
机场西货站，车辆穿梭，十分繁忙。
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工作人员孔令
军顾不上吃饭，忙着为一票进口口
罩业务办理通关手续。“防疫物资到
了，我们不能耽误一分钟。”孔令军
说。

“第一天上班，这么快就进入状态
了？”记者问。“不，我们不是第一天，我

们一直在岗，这是我连续上班的第 12
天了。”孔令军说。

记者了解到，为了保障疫情防控
物资快速通关，郑州机场海关设立了
快速通关专用窗口和物流监管“绿色
通道”，全时守候，第一时间保障防控
物资“7×24小时”通关，坚持特事特
办，物资到港一批即验放一批。

记者随机询问前来办理入关手续
的报关员，“疫情防控物资大约多长时
间可以通关？”“几乎不耽误时间。”对

方说。
“这个不夸张，我们和省慈善总

会、省药监局、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现场
办公，这个通关流程的优化，可以实现
疫情防控物资通关‘零延时’。”孔令军
说。

2月 3日至 9日，郑州机场海关已
验放疫情防控物资42批次，包含口罩
148 万只、防护服 4.2 万件、手套 11.7
万双、护目镜1265副以及14.2万件其
他防控物资。

同一时间，机场T2航站楼旅检现
场。孔令军的同事、旅检二科的赵宇
辰也在忙碌着：引导旅客进行健康申
报、开展出入境旅客体温检测。赵宇
辰的脸上写满了认真与专注：“我们这
儿是国门检疫防线，工作不能有丝毫
的疏忽。”

郑州机场海关副关长张欣告诉记
者，春节以来，郑州海关先后成立了 3
批党员突击队共200余人支援口岸疫
情防控工作，他们一直默默奋斗在国门
检疫一线，尽职尽责做着出入境体温检
测、流 行 病
学 调 查、医
学排查和现
场监管等工
作。③6

郑州机场海关第一时间保障防控物资通关

我们的第一天，他们一直在

2月10日，中信重工职工在打磨出口的矿用磨机齿圈，该企业合理安排复工节奏，保障公司有序运转。⑨3 黄政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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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9日，焦作华兴有限责任
公司的工人们一起将消毒酒精分
装、贴签、封箱。该公司满负荷生
产，除自用外，其他全部捐助疫情
一线。⑨3 白水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