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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新科

打赢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两场硬仗，切

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至

关重要。

当前，全国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作为

劳务输出大省，我省全面对接长三角、珠

三角等地用工需求，简化流程，对持“包车

通行证”车辆优先通行，确保农民工走得

出、平安行、稳得住。不少地方针对受疫

情影响经营困难企业出台贴息、减租、减

税政策，支持复工复产……这些都是科学

研判形势、主动作为的结果。平时主动，

战时从容。平时强体魄、练本领，关键时

候才能顶得上。

疫情防控，人命关天；搞好“六稳”，事关

重大。最吃劲的关头，最见担当，更需要增强

工作的主动性。防疫需要“静”下来，减少人

员聚集，但不少行业已陆续复工，人员不可避

免“动”起来，如何走好“动”与“静”的平衡木，

需要主动研判；封闭管理久了，生活工作多

有不便，群众难免会滋生烦躁等不良情绪，

需要主动疏导；不同地区疫情分化明显，“一

刀切”不可取，如何分类指导、有序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需要智慧胆识，主动决断。

焦裕禄同志说过：“干工作，要走上步，

看下步，心里想着第三步。”面对前所未遇

的疫情，增强工作的主动性，提前判形势，

主动查问题，积极补漏洞，主动干起来，才

能紧盯战“疫”需要，才能打好提前量，才

能实现各个环节、不同阶段的顺畅衔接，

一步主动、步步主动，积小胜为大胜，直至

取得最后胜利。2

本报讯（记者 李铮）2 月 18日，省委书记王
国生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与基层党员干
部、党务工作者、组工干部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这场大考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行深入交流，并就
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进行部署。

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党
委，省直机关工委，郑州市委组织部，郑州市市直
机关工委等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围绕如何在疫情
斗争中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畅谈心得体会、提
出意见建议。省委组织部汇报了疫情斗争中全
省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情况。

社区是疫情联防联控的第一线，围绕如何在
疫情防控中当好主心骨和贴心人，来自郑州市的
社区党支部书记曹淑华分享了自己的体会。王
国生勉励社区党员干部，要在疫情防控中，当好
守护群众的排头兵、凝聚群众的主心骨、服务群
众的贴心人，构筑起群防群控的坚固防线。

王国生指出，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党员干部
受到了教育、得到了成长，这一点同志们的体会
都很深刻。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我们最大的优
势是制度优势，只有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
大事，才能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克服各种艰
难险阻。最大的底气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力
量源泉，只有紧紧依靠群众，才能打赢疫情防控
这场人民战争。最强的力量是凝心聚力，要善做
群众工作，更好地发动群众、凝聚群众，把村庄社
区建设成阻击疫情的坚强堡垒，凝聚出众志成
城、同舟共济强大力量。最好的状态是主动作
为，见事早、行动快，在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
发展中主动担责担难担险，时刻保持良好的战斗
状态。最扎实的作风是干在平时、用在战时，平
时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战时有备无患、冲
锋在前。最有效的动员是干部群众站在一起、干
在一起，行动是无声的动员，在疫情面前，党员当
好先锋、干部做好表率，才能让群众安心放心，更
好地团结群众、众志成城。最生动的典型就是从
群众中走出来的典型，身边的典型最真实、最动
人，最容易赢得群众信赖，要聚焦疫情斗争一线
的平凡英雄，凝聚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最有
说服力的表现是关键时刻的表现，关键时刻能否
让党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在疫情面前，每个
党员干部都要拿出自己的答卷。

王国生强调，要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大考中，发现识别一批担当作为的好党员
好干部，全面考察识别干部在疫情斗争中表现出
的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
精神，对表现突出的，表扬表彰、大胆使用；发现挖
掘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好经验好做法，
结合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全面提升
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
力、社会号召力；发现补齐基层党建的短板弱项，
全面检验大抓基层、大抓支部工作成效，深化强基
固本三年行动，大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以党的建设高质量为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保障。

孔昌生、穆为民参加座谈。③9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2月 18日
8时 30分，在位于许昌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许昌贝瑞斯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员工有秩序地接受测温、
消毒后进入厂区。很快，车间里
就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工人，生
产线上，机器开始轰鸣。

“当前是特殊时期，多亏了政
府部门开通的‘绿色通道’，我们
仅用两天时间就办完了原本需要

26天才能办完的各项手续，顺利
实现生产。”该公司负责人苏千告
诉记者，“现在企业开足马力满负
荷运行，每天能生产护目镜3500
副。”

贝瑞斯公司是一家以设计生
产焊接面罩、焊接防护片为主的
企业，具备生产一类医疗器械的
条件。为了支援抗“疫”，2月 10
日，他们提交了医用隔离眼罩（护
目镜）、医用隔离面罩的备案申

请。许昌市市场监管局特事特
办，安排专人指导企业“全程网上
办”，服务“不打烊”，使企业48小
时内就拿到了产品资质备案等证
书，于2月12日顺利实现生产。

在位于许昌市的黄河鲲鹏生
产基地的生产车间内，技术工人
娴熟操作，机器人精准作业，一台
台 Huanghe 牌 PC 机“走”下生
产线。“多亏了政府部门细致的服
务举措，（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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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干，步步主动
——吃劲关头见担当之一

许昌 贴心服务推动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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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备播时节，全省各地农民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到春管活动中。图为2月18日，
扶沟县大李庄乡常岗村村民使用无人机喷洒除草剂。⑨6 黄金峰 卢付昌 摄

□本报记者 逯彦萃

今年的新春来的不寻常，新冠肺
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党中央国务院提出
明确要求，河南省委省政府作出科学
部署。

面对疫情，每个行业都是一道“长
城”。

中原银行作为“金融豫军”的领头
羊，紧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认真落实
人行、银保监局和省财政厅、省地方金
融监管局关于疫情防控的具体要求，早
反应，快行动，积极发挥金融机构资金
保障作用。疫情防控之时，紧急驰援支
持战“疫”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复工复产
之际，未雨绸缪为企业备好“钱袋”。

紧急行动，为战“疫”企业备
足“粮草”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面对这场不
能输的战斗，我们要做到自觉服从大

局、坚决维护大局，疫情面前不退缩，
危机面前有担当。”中原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窦荣兴在 1月 27日紧急部
署全行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工作中
如是说。

抗击疫情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原
银行用实际行动冲在了金融服务战

“疫”的第一线。1月 27日，在全省首
开“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全力支持疫情
防控；1月 28日，发放我省首批应急贷
1 亿元驰援长垣战“疫”企业；1 月 29
日，捐出首笔善款 600万元；2月 6日，
落地我省首笔 3亿元疫情防控专项再
贷款驰援双汇保障百姓“肉盘子”；2月
14日中原银行再次显示其“创新银行”
优势，为牧原股份发行了全省首笔疫
情防控债，发行金额达 5亿元，发行利
率创下企业融资成本新低。

“大年初一，我们收到了长垣卫材
企业发出资金紧张的信号后，将情况
汇报至总行，总行在第一时间成立专
班，1亿元基准利率应急资金从审批到
放款仅用了5个小时，用中原速度跑赢

‘疫情’。”中原银行长垣市支行行长张
华说。

2月 3日，中原银行获得了中国人
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疫情防控专项再
贷款资格之后，支持战“疫”企业与民
生保障企业全面发力：2000万元支持
濮阳训达粮油公司，3000万元支持洛
阳正大食品，6000万元支持遂平克明
面业，5000万元驰援西峡县宛西制药，
1900万元支持济源伊赛牛肉，1000万
元支持现代哈森（商丘）药业……

自 1月 21日以来，该行累计发放
疫情防控专项贷款 27户金额 13.75亿

元，通过交易银行融资产品支持 10家
医院合计 7626万元，用真金白银保障
了河南人民的“面袋子”“肉盘子”“油
壶子”“药瓶子”等民生保障物资的正
常生产，为打赢这场战役增添了底气。

未雨绸缪，为复工企业备好
“钱袋”

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局势得到有
力控制，企业复工复产摆在面前。兵
马还未动，粮草要先行。为了处理好

“防控”与“复工”的关系，中原银行已
经制定好了“作战图”：“轮岗”营业，发
挥线上优势。

从 2月 9日起，中原银行在全省实
施支行网点“轮岗”营业，确保每天近
100家支行开门营业，保障全省居民和
复工企业金融服务需求。“而‘轮休’支

行，也有‘备岗’人员，确保遇到紧急情
况，人员随叫随到。”中原银行农业路
支行员工刘茹说，在厅堂一线工作的
员工，还要临时担当疫情防控“志愿
者”，不仅自己防护要到位，顾客“安
检”才能进门。营业首日，该支行就为
河南投资集团现场办理 22笔业务，保
障民生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而对于更多的业务，中原银行则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转移到了线上进
行。“急河南省内企业之所需”实施“服
务在线、业务在线、管理在线”。2月11
日，邀请全国 100 多家投资机构推介

“永城煤电 2020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
资券”，并于2月 13日顺利完成簿记发
行，10亿元债券保障企业复工复产不
缺钱。2月 13日，组织省内 15家银行
业机构召开“2020年河南省银团业务

线上交流会”，支持省内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开（复）工”及重点企业“复
产”。2月 14日，联合河南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河南证监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举办了河南省上市后备企业线上培训
交流会，为省内 100 多家 IPO 在辅导
企业做了专题培训。

小微企业是经济运行中最活跃的
主体，也是疫情冲击下最脆弱的细
胞。为了帮助小微企业顺利渡“难
关”，中原银行根据河南省政府的工作
要求，紧急推出多项服务措施：专项资
金支持，提供宽限服务，做好续贷安
排，降低融资成本，主动授信增额，开
辟绿色通道，加强线上服务，做好财务
规划管理等服务，给小微企业发展增
加信心。

积力所举，则无不胜；众智所为，
则无不成。在这个特殊时期，中原银
行与各行各业一道，把党中央决策落
到实处，把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执行到
位，在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平稳发展
的双胜利中贡献力量！

金融“活水”不断流 企业战“疫”有底气
——中原银行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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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 冯芸）2月
18日，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会
议，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
视谋划工作，分析研判疫情对脱贫攻
坚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研究部署全省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省委书记王国
生主持会议，省长尹弘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疫情防控期间
脱 贫 工 作 情 况 汇 报 和 关 于 我 省
2019年 14个拟退出贫困县脱贫退
出评估检查情况的报告，研究审议
《关于支持脱贫攻坚重点县和未脱
贫村脱贫攻坚若干措施》《河南省脱
贫攻坚挂牌督战工作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今年是脱贫攻坚决

战决胜的关键之年，当前疫情防控
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在毫不放
松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统筹推进脱
贫攻坚，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双重考
验。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上
来，提升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以
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过硬的作风、
更加科学的举措，统筹兼顾、精准施
策，打赢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两场硬
仗。疫情严重地区要在集中精力抓
好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转变工作方
式，统筹推进脱贫攻坚；疫情较轻的
地区要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抓紧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科学防
治和精准扶贫，坚决防止松劲懈怠
思想，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
最低，以顽强韧劲夺取脱贫攻坚决
战胜利。要聚焦重点攻坚，突出抓
好大别山革命老区等“三山一滩”地
区脱贫攻坚，集中资源力量攻克脱
贫攻坚最后堡垒。要解决突出问
题，把底数摸清、情况吃透，精准掌
握疫情对贫困群众、扶贫车间、带贫
企业、扶贫项目的影响，有针对性采
取有效措施；在有力有序推动复工
复产的过程中，优先安排贫困劳动
力务工就业，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
带贫企业复工复产；强化产销对接，

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积极推
进扶贫项目开工复工，简化手续、提
高效率；鼓励引导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促进产业扶贫和群众增收。要
强化督促指导，对剩余贫困人口
5000 人以上的 20 个县和 52 个未
脱贫村实行挂牌督战，帮助解决实
际问题。要巩固脱贫成果，抓好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严格落实“四个不
摘”要求，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
机制，对返贫和新致贫人口要及时
纳入管理，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帮扶，确保脱贫攻坚质量。

穆为民、李文慧、武国定、李英
杰参加会议。③8

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尽最大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以顽强韧劲夺取脱贫攻坚战胜利

王国生主持 尹弘出席

万众一心 加油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