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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跑腿受累，只要企业有所需，政府
驻厂人员就不遗余力帮助解难题。近一段
时间，郑州市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
作，坚持政企联手发力，落细落实各项要求，
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工 2072
家，累计复工率达91%。

政府人员下沉企业
提供“保姆式”服务

2月 23日，位于新密市的国家级绿色工
厂——郑州振东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工人王慧新正在认真地检查一批刚刚出产
的钢包用耐火材料。

振东科技每年生产钢包用耐火材料超
过 20万吨。“虽然疫情当前，但我们的职工
出勤率达 90%，生产线全部启动，日产钢包
耐材450吨左右。”公司负责人坦言，生产没
耽搁得益于有关政府部门提早派出人员下
沉进厂，指导建立防控工作组和制定防控工

作方案，并随时帮助解决运输、原料、资金等
各方面的困难。

特殊时期，显现特殊作为。郑州市各级
相关部门深入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帮
助解决各类难题。

在新郑市郭店镇，郑州豫力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无纺布，是口罩生产的上
游企业，供应整个郑州地区口罩生产需求。
一周前，该企业从原材料的供应者转变成了
口罩的生产者，从湖南引进的两台口罩生产
线已投入使用，每天能生产民用口罩 12万
只左右，供郑州平价投放。

“原本想着转产手续慢，没想到不用我
们操心，专门有人解难题、送服务上门。”豫
力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新郑市科工信局派来
了复工复产的“服务员”，从大年初三开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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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各地均制定了疫情防控期间工
业企业复工复产实施方案，建立驻厂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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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资金、运输等问题。

多措施防控疫情
顺利推进复工复产

身穿灰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
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生产，1000吨的油压机在
工作人员的操纵下开始运转……2月 23日，
记者在位于荥阳市的白鸽磨料磨具有限公
司，看到一片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

为最大程度减少疫情对工业经济运行
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荥阳按照“疫情防控第
一，兼顾生产恢复”的原则，着力提升企业现
代化管理水平，实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双向
发力。截至2月 17日 8时，荥阳市正常生产
企业已有216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76家。

“在组织复工复产的同时，我们公司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进入厂区前安排专人
对工人逐一测量体温、严格登记核查，定时

对各个车间进行统一消杀。”白鸽公司综合
管理部部长张健说，公司在厂区内部张贴标
识牌，积极引导大家做好个人防护。为减少
人员聚集，将食堂就餐调整为取餐，由各个
部门派人领取，实行错峰取餐、分散就餐。

在郑州富士康厂区，员工开始陆续复工
返岗。为做好疫情防控，航空港实验区 IT
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党工委专门成立了“青
年突击队”。

“我们对节日留守人员和节后返厂复工
人员实行了分类管理、分开居住的办法，对员
工居住小区分设了隔离区和生活区。员工隔
离观察期间，一个房间住一个人，3顿饭都是
配送，现在共设置了3个隔离区，住有约6000
人，总共可以住近1万人。”航空港实验区 IT
产业园社区服务中心党工委书记王继跃说。

通过政府人员下沉提供服务和企业多管
齐下防控疫情，截至2月22日24时，郑州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复工2072家，累计复工率
达91%，加上已复工的服务业企业与建筑业
企业人员，总数超过38万人。③4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2月 21日，记者来到位于汤阴县产业集聚
区的河南科伦药业有限公司。

这是我省规模较大的输液药制药企业之一，现
已投产 9条生产线，年产大容量输液瓶 4.5亿瓶、小
容量注射剂8亿支。

公司总经理乐建勇介绍，新冠肺炎患者需要输
液治疗，对输液袋需求极大。为此，公司从 1月 27
日开始组织员工返岗复工。“上周在县发改委、县金
融办协调下，我们成功申请到一笔 4000万元贴息
贷款，解了燃眉之急。”乐建勇说。

企业缺啥，政府就想办法给啥。安阳广源生物
质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安阳县永和镇，走进调
度车间，员工们戴着口罩，认真盯着电脑上的数据
变化，实时向生产一线发着指令。“我们于2月 16日
复产，2月 18日点火启动，101名职工上岗到位。”副
总经理高祥说。

“每天需要外运原材料 500吨，但是刚复工时，
大车出不去。”复工次日，安阳县委、县政府有关部
门就到企业调研，得知情况后当天就帮他们办理了

“绿色通行证”。目前企业已全面复产。
前不久，安阳出台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发展意见

20条，从金融、要素、援企稳岗政策、降低运营成本
等四个方面支持企业平稳复工。同时，为保障复工
企业加快释放有效产能，该市施行“白名单”制度，
对纳入白名单的138家企业，实施“保姆式”服务，一
企一策帮扶企业解决设备、人工、资金、原辅料及煤
电油气等实际困难。截至2月 20日，全市复工复产
工业企业共计 321家，复产率达 53%，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复工214家。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宏怡） 2月 21日上午，10辆满载组合电器的重
型卡车在经过消毒后，缓缓驶出平高集团东厂区，
发往青海，为青海—河南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
设复工提供设备。而此前一天，该项目党员服务
队已奔赴项目现场，准备设备安装工作。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平高集团复
工后，迅速恢复生产经营秩序，调整生产计划，按
期完成了设备生产任务。

复工后做好内部防控是关键。当天上午，记
者在东厂区看到，员工上岗时，除了在门岗进行双
手消毒、登记信息、测量体温，进入车间内部，双
手、鞋底还要再消毒。

在东厂区的平高电气敞开电器事业部断路器
生产线上，工人们全都戴着口罩有序地忙碌着，小
型电瓶车穿梭在各个工段间运输组件。

“为减少人员聚集带来风险隐患，我们采取保障
业务正常运行的最小模式办公，技术操作工、部分管
理人员到岗，其余人员远程办公。虽然未全员到岗，
但是大家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确保重点项目不受影响。”该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作为国家电工行业重大技术装备支柱企业，
受疫情的影响，平高集团面临着原材料紧缺、物资
转运难等困难。为此，平顶山市政府召开专题会
议，制定专项帮扶措施。协调各地区加快对平高
集团复工复产现场审核进度，收集梳理平顶山本
地需同步复工的配套供方名单，全力打通物资供
应渠道，快速办理全国通行的应急通行证，保障重
点项目物资运输。目前，平高集团已全面有序复
工复产。③4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
员 韩静）2月23日上午，临颍县
南街村方便面厂，“全副武装”的
工人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序忙

碌，一包包方便面从流水线上生产出
来，装箱、码垛、运输……
“厂里原计划 1月 27 日上班，受疫

情影响，推迟了十来天，2 月 7 日复工
的。”南街村方便面厂厂长张太宇告诉记者，
目前的产能已与年前差不多，5条生产线开
足马力昼夜不停，产品供不应求。

在第七车间操作工贾月芹看来，今年的
工作“更严了”，进厂不光要戴口罩、洗手消
毒、风淋，还要全身消毒、测体温、登记，连餐

厅、卫生间、厂区地面一天都要消毒好几次。
“这正是我们复工复产的基本保障。”南街村

集团生产部主任王保杰说，厂里和南街村卫生院
本身就库存 1万多个口罩以及供 2个月使用的消
毒液，开工前，他们又采购了红外测温仪等防护用

品。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所有职工一人一档，连
上卫生间都要记录，以备溯源。

复工复产，原材料不可少。南街村方便面厂
生产科科长王彪说，面粉、包装膜、调料包、包装箱
都由南街村内部企业提供；需要购买的食用盐、棕
榈油、食用碱等年前已分别有2个月、17天、3个月
的储备，目前各项供应充足。

“我们复工比较早，也得益于各部门的支持。”
王保杰说，企业复工前相关部门积极帮助完善手续
等，方便面厂也成为临颍县第一家复工复产企业。
全县第一张运输车辆B证也给了他们。

统筹疫情防控和生产，在王保杰看来，“没有
安全就没有质量，更没有效益。平时落实各项安
全措施，做好预案，关键时刻才能迎难而上”。③3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2月 23日，甫一走进济源万洋
绿色能源有限公司的蓄电池装配车间，一股勃勃生气便
扑面而来，除了隆隆的机声，便是各个岗位上忙碌的身
影。

由浙江天能集团和济源万洋集团合作重组的万洋绿
色能源公司，年产免维护全密封助力电动车铅酸蓄电池
2000万只。作为济源第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该公司从
2月 10日复工后就加大马力生产，努力做到疫情防控与
生产经营两不误。

该公司副总经理卢东明介绍，目前企业蓄电池的产
量已恢复至每天 5.8 万只，力争第一季度完成产值 5亿
元，争取实现开门红。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济源出台了支持企
业健康发展稳定经济增长的“15条”，从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用工和加强保障服务等方
面，着力解决企业的生产经营困难。为助力企业有序复
工复产，济源还发布了一批可快速部署的云服务和应用
解决方案，鼓励企业积极通过“云”模式开展生产经营管
理等活动，最大限度减少复工复产现场用工数
量和人员聚集，降低感染风险。

截至2月23日，济源共有201家企业
复工复产，其中30家重点工业企业
已有26家复工复产，复工率
达86.7%；规模以上236
家工业企业中已有 129
家复工复产，复工
率 达 54.7%，工
业企业产能已
恢 复 70%
左右。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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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复产有保障

郑州累计复工超38万人

政企联手发力 措施落实落细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秦川）数百名员工保持 1.5米间距排队进
入食堂，每张餐桌全面消毒并用十字隔离板
分隔出4个独立用餐空间……2月 23日中午
12点，位于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鹤壁
耕德电子有限公司进入午餐时间，复工以来，

“间隔 1.5米”排队和“考场式”用餐逐渐为该
公司广大员工所习惯。

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十多天
来，耕德电子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用工荒，复工
首日入场人数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

为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第一
时间成立服务工作专班，进驻企业生产一线
办公，指导企业制定防控预案、建立隔离区
间、强化物资储备、完善招工方案。

“复工复产是对疫情防控工作的考验，我
们将全力以赴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安全有序
复工复产，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对发展造成的
影响。”鹤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任
王洪民表示。

服务工作专班成立以来，鹤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先后帮助辖区企业协调解决物资
保障、医疗应急、班车运输、员工招聘等各类
问题 15项。通过以网络招聘、媒体招聘、中
介招聘等形式代替现场招聘，耕德电子的报
名人数在几天之内迅速突破1000人。目前，
耕德电子上岗员工已达2000人，预计2月底
前将超过4000人。

在服务工作专班的保障下，鹤壁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已有耕德电子、富士康等26家
企业复工复产，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家、
复工率达 55.6%，复工项目 5 个、复工率达
83.3%，返岗工人5000余人，预计3月初产能
恢复正常。③8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
连竹 通讯员 吴双）2月23日，在南阳柯丽尔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内，身穿全套隔离衣的工程师紧盯屏幕
发出指令，成卷基材胶片从生产线一头输入，经过喷
涂、烘干等工序，从另一头输出成品医用干式热敏胶
片，准备发往湖北武汉、孝感、黄石等抗“疫”主战场。

这样的场景，从大年初三开始，已经持续至今。
该公司负责人张和平告诉记者，除夕之夜，他们接到
了母公司巨鼎集团驻武汉代表发来的紧急订单，“电
话里说，武汉新冠肺炎患者，急需CT肺部造影诊断，
当地医院胶片库存已经见底。”

柯丽尔公司深知这份订单刻不容缓。大年初一，
公司党支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党员率先返回岗位，准
备复工复产；仓储管理部门清点库存，联络供应商订

购防护物资、基材和涂料……

1月 27日上午，柯丽尔公司一号生产线紧急复工
投产。2月 18日起，该公司2条生产线全部复产进入
满负荷运转状态，每日发货10万张医用胶片。

“目前，南阳医用胶片供应量占国产的三分之
二、全部市场的三分之一。”南阳市发展改革委负责
人乔长恩告诉记者，1月份以来受疫情影响，我国医
用胶片进口受阻，南阳柯丽尔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
自主研发、生产医用干式热敏胶片的基地，在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肩负起特殊使命，保障
着北京、武汉等地 3000 多家医院的医用胶片
需求。③8

满负荷运转保供医用胶片

专班驻厂
为企业解难纾困

2月 23日晚，忠旺集团在伊川县投资兴建的
年产 100万吨高精铝材深加工项目施工现场，灯
火通明,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⑨6 高山岳 葛高
远 摄

2月24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帘子布发展
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查看生产情况。⑨6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 月 22
日，在位于夏
邑县会亭镇的
河南精诚工业
科技有限公司
车间内，工人
正 在 检 测 产
品。⑨ 6 王
高超 摄

2月 22日，在位
于正阳县的君乐宝
乳业有限公司车间
内，工人正在生产线
上紧张工作。⑨ 6
弓华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