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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高端访谈

□本报记者 孙静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市场监管部门如何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企业

注册和行政审批服务，保护

各行各业的创业热情？在帮

助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又

采取了哪些措施？围绕企业

及群众关切，2月 18 日，记

者独家采访了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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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2月 17日，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为了全力支持服
务科技型企业复工复产，针对疫情防控
期间科技型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省科
技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关于疫情
防控期间支持服务科技型企业发展的
若干措施》，推出10条措施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疫情防控期间，将推行涉企服务
“非接触办理”。如实行科技型中小企
业评价全流程网上办理，推行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无纸化”，实行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网上办理等，确保各项工
作“人员不见面、业务照常办”。

同时，还将开展科技政策“网络培
训”，围绕科技型企业关注的各类科技

政策，组织制作培训课件，开展网上培
训，在线辅导答疑，为企业提供及时便
捷的政策咨询服务；在“河南科技网”设
置“抗击疫情、服务企业”动态窗口，为
科技型企业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

引导科技创业孵化载体提供精准
服务，鼓励各类孵化载体为在孵企业
减免租金和物业费、服务费，帮助企业
解决因疫情影响导致的办公运营与生
产困难；把孵化载体在疫情防控中的
贡献情况作为重要加分因素，纳入
2020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统筹项目、平台、人才等科技创新
资源支持疫情防控，组织实施河南省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应急攻关项目，着
力形成一批疫情防控新技术、新方法、
新产品和新装备。对获科技部防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项目立项的企
业，及时给予配套资金支持。③8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无法如
期 履 行 或 不 能 履 行 国 际 贸 易 合
同？省贸促会“不见面”为企业办
理“不可抗力事实性商事证明书”；
外资企业复工复产需要证明行业
性质和资质，省商务厅积极协调办
理；在谈项目通过网上洽谈、视频
会议、在线签约等方式持续深化投
资合作……

2月 18日，记者获悉，省商务厅
联合省财政厅，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决
策部署，于日前出台《关于积极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做好外经贸工作若干
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疫情防控、金融、财政、创新招商方

式等 13个方面，积极支持全省外经
贸企业尽快复工复产，进一步做好
稳外贸、增外资、促外经工作。

据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我省将鼓励外经贸企业利用境外渠
道优势，进一步扩大口罩、防护服等
短缺物资进口。各级商务主管部门
要组建企业复工复产服务专班，及
时掌握本地区外经贸企业复工复产
计划和情况。主动指导符合条件的
企业向当地人社部门申请实行特殊
工时制度。根据企业需求，可视情
况出具有关证明，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

《通知》还对如何加大重点外资
项目推进力度、创新招商方式、持续
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及强化项目资金
支持、帮助企业应对融资难题等进
行了阐述。③3

问：为防止交叉感染，目前市场

监管部门的办事大厅还未正式开放，

全省市场主体如何办理登记注册和

行政审批事项？

答：疫情防控期间，市场监管部
门主动创新政务服务模式，采取“网

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的
方式，为企业提供超常规的良好营商
环境，在减少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同
时，不断提高办事便利化水平。

目前，全省企业和群众在办理登
记注册、档案查询以及工业产品、特
种设备、计量、认证、检验检测等市场
监管领域的各类行政审批业务时，都
可以在网上“不见面”完成。

具体来说，企业和群众可登录“河
南政务服务网”“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
电子化服务平台”，或手机下载“掌上
工商”“豫事办”APP等，办理登记注册
和审批业务。对需要审核申请资料原
件的业务，可通过邮寄递交材料和发
放证照。对确实需要现场办理的特殊
业务，可通过电话联系属地市场监管
部门到指定地点“预约办”。全省各级
市场监管部门咨询电话保持 24小时
畅通，为群众提供全天候服务。

此外，对防疫物资生产、居民生活
用品供应、物流等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企
业，特事特办，安排专人负责，对审批事
项即时办结。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业
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办
理变更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允许延期
至疫情结束之后一个月内办理。

问：眼下，不少企业都面临着生

产许可、资质认定、检验检测等相关

证书到期复核的问题，在帮助企业复

工复产方面，提供了哪些便利？

答：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出台 28
条具体举措支持全省各类市场主体
复工复产，包括延长各类许可证有效
期，优化特种设备检验流程，完善商
标注册、计量、年报服务等。

对于企业关心的资质复审，在确
保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可适
当延长相关许可证书的有效期。如有
效期满或需再认证的认证证书，有效
期可顺延至疫情解除后 3个月，对因
疫情停产不能接受监督审核或工厂检
查的企业，认证机构暂停认证证书的
时限可延迟至疫情解除后3个月。

尤其是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餐饮服务业，“食品生产许可证”可实
行“承诺制”办理，生产条件未发生变
化的可免于现场核查，快速审批；生
产条件变化的，经企业说明变化情况
做出承诺后，可先行审批；“食品经营
许可证”方面，只要经营地址、负责
人、经营项目、条件等未发生变化，到
期需换证的，申报期限顺延至疫情解
除后30日内。

此外，像“计量标准考核证书”
“资质认定证书”“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证书”等，也按照延期复审处理，给予
企业充分的准备时间。

问：受疫情影响，企业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在减轻企业

负担方面，有何举措？

答：围绕企业亟须，市场监管部
门主要从减免和帮扶两方面开展工
作。减免方面，省质检院对消毒液、
乙醇等几乎所有疫情防护用品都免
收检验费，对非防疫物资，按原标准
的60%收取费用。同时，我们还尽最
大可能在计量校准、审批服务等方面
为企业减免费用。

帮扶就是想方设法为企业“输
血”，我们出台政策，对在疫情防控期间
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将优先推荐申报
中国质量奖和河南省省长质量奖，以增
强企业发展信心。对与疫情防控相关
的药品、医疗器械、疫苗等方面的重大
创新突破，帮助企业开展专利申请，推
动产品尽快面市。同时依托政银合作，
积极组织银行加大对企业尤其是中小
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根据企业受疫
情影响情况开展差异化金融服务，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③6

本报讯（记者 宋敏）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双向发力，我省符合复
工条件的企业都在积极行动。

为了满足企业复工复产需求，
郑州交运集团按照交通运输部门要
求，积极组织运力，推出定制包车服
务保障城际客运。“2月 14日起，每
天都有包车到全省各地接人返岗。”
郑州交运集团总经理助理张涛说，
目前，已有 40余家符合复工条件的
企业与他们洽谈，表达了返岗复工
定制包车意向。

据了解，2月 17日，“豫州行”全
省返校复工企业包车服务平台正式
上线。疫情防控期间，需要长途运输
并已获得批准证明的复产复工复学
的企业、学校等单位，可登录“豫州
行”全省返校复工企业包车服务平
台，录入包车信息，各市客运公司将
根据录入的信息及时安排运输计划。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省内部分企业复工复产的需求。那
么，要到外省务工的人员怎么办？2
月 17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开出一趟高铁专列，600 多名
务工人员从西华乘坐G2397次高铁
前往杭州。

据了解，为保障务工专列顺利
开行、最大限度避免疫情传播，铁路
部门提前与相关地区政府和企业沟
通联系，掌握劳务输出动态，帮助制
定错峰出行计划；在加强公共区域
消毒通风的基础上，增加体温测量
点和安检通道，开辟务工绿色通道
和专用候车区，确保务工人员快检、
快进、快登乘。在列车上，郑州客运
段乘务人员组织务工乘客分散就
座，引导他们全程佩戴口罩、减少在
车厢内走动次数，同时加密列车环
境的消毒和保洁频次。③8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当下正是大棚移苗定植的关键
时刻，但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农民复
工受到一定影响。往常果蔬苗需要
众多人手一棵棵移栽，现在该咋办？

2月12日上午，记者来到内黄县
马上乡，只见街头颇为冷清，但春萌
瓜菜育苗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基地，却
春意盎然。走进一栋占地2.5亩的温
棚内，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八
九名戴着口罩的工人散布在苗床中
间，熟练地筛选瓜苗，繁忙有序。

“每天进基地大门时都要测体
温、登记、消毒，一天干 8个小时，中
午各自回家吃饭。”东马上村村民宰
艳丽说，大棚防疫工作做得好，干起
活来也放心。

该基地负责人袁旭海介绍，村
委会知道这里缺工人，主动帮忙在
本村招工。“我们要求工人劳作全程
戴口罩，人员距离保持1米以上。”

“今年瓜苗长势咋样？”记者问。
“好着呢，地肥苗旺，今年又会

是个丰收年！”袁旭海说。
内黄是农业大县，蔬菜种植面积

达 60万亩，其中设施蔬菜 21万亩，
年产瓜菜280万吨，是我省蔬果主要
产区之一。目前正值向大棚定植的
关键时期，育苗移苗刻不容缓。该县
针对务工人员有限的情况，采取“党
员联户、群众互助、严防严控、全程服
务”措施，确保每座大棚“有人防疫、
有人干活、有人帮忙”。

据了解，该县要求各村党员干
部分包村内蔬菜种植户，一方面将
《内黄县瓜菜育苗移栽疫情防控告
知书》宣传给广大蔬菜种植户，稳定
菜农思想，一方面督促各大棚种植
户做好防疫，避免交叉感染。

“县、乡、村三级统一联系大棚
膜、化肥等农资，消毒后统一送货到
大棚外，确保供应及时、价格稳定。”
内黄县蔬菜生产服务中心主任刘海
彬说，目前内黄县已完成定植面积3
万亩，预计月底前可完成早春大棚
蔬菜10万亩定植任务。

临走时，记者回望大棚内，一株
株娇嫩的瓜苗，正奋力生长。③6

相关报道：

●偃师：“保姆式”服务 力保复工防控“两不误”
●复工！本地工人“唱主角”

定制包车、开行高铁专列……

我省多渠道保障返岗复工

一棵瓜苗的战“疫”经

优化服务加大帮扶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专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

多项措施助我省企业复工复产
科技型企业

▲2月18日，濮阳德力西开关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生产墙壁开关插座。濮阳县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积极动员务工群众返岗，有序推动企业复工生产。⑨6 赵少辉 摄

科学防疫
有序复工

▼2月 17日，在卢氏县浩洋
服饰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加班赶
制防护服。疫情期间，该县协助
企业成功跨行业转型，解决当地
120名群众就业问题，取得了疫
情防控和复工保生产两位一体双
效益。⑨6 聂金锋 摄

（上接第一版）企业自2月 10日复产
以来，产能已经接近节前水平。”黄
河科技集团信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贤钊介绍，复产前一周，当
地政府就利用大数据对企业员工情
况进行摸排筛查，并派出“首席服务
员”驻厂帮扶，协调企业所需的防疫
物资。按目前生产进度，今年一季
度，黄河鲲鹏生产基地将生产PC机
1.5万台、服务器1000台。

为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
中遇到的问题，许昌市成立了 9 个
市级协调服务组，实行全天候、一站
式服务。针对企业遇到的物资运输
受阻等共性问题，许昌市根据企业
需要和申请，已发放省内、市内运输
证千余张。津药瑞达（许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医药原材料生产
企业，复产过程中遇到物流受阻问
题，交通运输等部门主动上门服务，

很快帮企业解决了问题。
对于受到疫情影响、在资金和

经营等方面遇到困难的企业，许昌
市出台了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减轻
企业负担等 18项“暖企”举措，并确
保各项政策“红利”落到实处。

河南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生产
的不锈钢产品供不应求，但由于需
要采购大量原材料，流动资金出现
短缺。而这时，企业一笔 5000万元
的贷款也即将到期。经过许昌市金
融工作局协调沟通，中国银行长葛
支行简化申报流程，做到“当天到
期，当天续贷”，解除了企业的后顾
之忧。

许昌市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按照轻重缓急和分批分期原则，
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截至目
前，全市有 190 家规模以上企业复
工复产。③8

许昌 贴心服务推动复工复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