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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战“疫”地方巡礼

洛阳篇

检查复工餐饮企业食品安全 陈翔 摄

疫情防控突击队检查农贸市场 陈翔 摄

□王雪娜 孙怀真 陈翔

近日，省委、省政府召开加快洛阳副中心

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新起点上推进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实现新突破，打造带动全省高质量

发展新的增长极。

战疫情、保复工、谋发展。4月 3日，省市

场监管局印发《支持洛阳以开放为引领加快建

设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二十二条措施》（以

下简称：“22条措施”），从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叫响洛阳品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产

业开放发展活力、创新市场监管方式等五个方

面出台 22条具体措施，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

能，全力支持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22条措施’明确了支持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的具体内容，更加坚定了我们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党组书记罗宏伟说，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加快

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市场监

管部门将抓住用好省里政策机遇，加强与上级

部门对接，确保下放省级权限接得住、抓得实，

立足副中心城市发展定位，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发挥知识产权引领作用，打

造质量高地，为洛阳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市场

监管力量。

筑牢“防疫保障线”
打好复工复产“主动仗”

疫情发生以来，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始终把
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作为头等大事，高度重
视，统筹推进，抓细抓实。面对当前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带来的新要求，该局
强化措施，推出“硬核”措施，全力打好疫情防
控、复工复产“组合拳”。

超前部署。洛阳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深入
学习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指示精神，传达学习总局 10条、省局
28条复工复产措施，专题研究推进复工复产
工作，确定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两手抓、双促进”的思路。
靠前指挥。坚持领导上阵、全员上阵、靠

前服务。为充分发挥市场监管“主力军”作用，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先后组建四批次、
1200余名的疫情防控“市场监管突击队”，派
驻到全市34家农贸市场、20家大型超市、9家
防控物资生产企业、1276家零售药店和药品
零售连锁企业，全天驻守，开展疫情防控，指导
企业复工复产。

落实省局 28条措施，洛阳结合实际出台
《支持企业复工达产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十八条
措施》，从开辟疫情防控“绿色通道”、政务服务

“网上办不见面”、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延期
5类证书复审换证等方面，减轻企业负担，精
准支持复工复产。

针对企业转型投产口罩、隔离服等发展难
题，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通口罩、防护服
等审批“绿色通道”，采取现场办公、远程一对
一指导等形式，实现洛阳医用口罩、防护服、测
温仪产业“零突破”。同时，在全市规范有序投
放四批共计157万只防护口罩，解决群众关切
问题。

此外，指导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等企业落
实“六个必须”防控措施。明确“一米距离、一
独立取餐口、一次清洁消毒等”“十个一”标准，
加快推进餐饮单位复工经营，加强网络订餐管
控，实行无接触配送和“人员健康签”“餐箱车辆
安全签”“外卖包装封口签”等“三签”管理。截
至目前，洛阳市1.8万余家餐饮单位、22家药品
生产企业、2090家药店顺利复工复产。

履行市场监管职能
高标准优化营商环境

“注册登记、印章刻制、发票申领、银行开
户、社保登记……过去跑一趟办一项，现在 1
个工作日就能办结。”4月 3日，在洛阳市西工
区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李女士对企业开办专区

“一日办结”服务点赞好评。
作为洛阳市优化营商环境的试点，自今年

三月起，在新安县、西工区、高新区启动企业开
办专区试点工作，优化公司注册办理流程，整
合登记窗口业务，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企业开办专区线下
服务模式，在全省率先将企业开办时间、企业
登记环节时间由原来的 4个工作日压缩为 1
个工作日。

“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开辟
审批“绿色通道”……面对市场主体复工复产
需求，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一手多措并
举抓优化服务，一手严格执法护航发展，多措
并举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显著。

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在全市开
展疫情防控、违法广告、不正当竞争等专项执
法行动，12315热线 24小时值守受理疫情、复
工复产咨询投诉 7000余件，组织查处价格违
法、虚假广告、假冒防疫物资违法案件129起，
涉案金额160余万元，确保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期间市场秩序安全、稳定、有序。

同时，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利用“洛阳市
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免费为企业开展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查询和下载服务。推行“网上
年报”，开通 App和微信公众号，支持各类市
场主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
南）”网站进行填报年报信息。截至目前，全市
各类市场主体已公示年报46235户，信用修复
记录481条。

此外，搭建抗“疫”金融桥梁，做强“政银
企”合作平台。联合工行、中行、建行等银行出
台“云义贷”“抗疫专项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优
惠”“贷款延期或减免利息”“绿色服务通”等系
列惠企、便企、利企措施，指导6家合作银行出
台“云义贷”“复工贷”等融资政策，累计为小微
企业争取贷款4659笔、52.6亿元。

争创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城市

知识产权是企业创新的核心力量，是城市
创新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在洛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洛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契机，
深入贯彻知识产权强国、强省、强市工作总路
线，紧密围绕全市经济中心工作，努力提升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水平，助力洛阳
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 2012年洛阳市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
权工作示范城市”，全市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
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2019 年，洛阳市专利申请
13624件，专利授权8760件，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 7322 件，万人有效发明专利 10.46 件。
商标注册申请15161件，核准注册商标14833
件，有效注册商标 57000件，万人商标拥有量
123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6件，地理标志产
品2件，均列全省第二。

其中，洛阳市涧西区被授牌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工程示范县（区）；河南科技大学、洛阳
理工学院被授牌省级高校知识产权运营中
心；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
分别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河南省知
识产权领军企业奖补项目资金；洛阳涧光特
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获得专利质
押贷款。

“支持洛阳争创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和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城市，支持驻洛中
央企业建立产业知识产权联盟，支持洛阳实施
商标品牌发展战略，支持申建中国（洛阳）先进
制造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洛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局长吉建宾表示，“22条措施”明确
发挥知识产权引领作用，叫响“洛阳品牌”，“硬
核”保障为市场注入“强心剂”。

下一步，该局贯彻中央《关于强化知识产
权保护的意见》和省、市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文
件精神，以支撑创新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为
核心任务，进一步加快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理
念和业务职能融合，突出强化知识产权
创造、保护、运用，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综
合能力，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促进
创新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
作用，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假期！
党员冲锋在前，党旗高高飘扬；医护人

员白衣披甲逆行驰援；志愿者小红帽点亮了
寒冷冬日；曾经的贫困户心怀感恩，主动投
身防疫战；宣传工作者以笔为枪，为抗击疫
情鼓与呼……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
抗击疫情硝烟仍未完全散去，锦屏山

下，洛水河畔，春水奔涌，草木萌发，复工复
产奋进号角已经吹响，防疫不松劲儿，复产
加把劲儿，按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战“疫”春光分外美。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70万宜阳干群全民战“疫”，人人
是战士，个个有担当，打响了一场锦屏儿女
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交上了一手抗疫
情一手促发展的双优答卷。

织密“防疫”网 分类巧施策

疫情就是命令。按照中央和省市统一安
排，宜阳县第一时间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第一
组长、县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设立了县四大班
子有关领导牵头的“一办七组”，科学研判、统一
指挥、全面调度，明确了县级领导分包乡镇、乡
级领导分包村、村党员干部分包户的三级联动
分包责任机制，医疗、零售等相关行业分门别类
施策，织密三层“防疫”网络，真正实现疫情防控
网格化、全覆盖、全天候、无盲区，构筑起群众安
全健康的防护“长城”。

党员冲在前 战地党旗红

宜阳县董王庄乡把临时党支部建在一线，
守好宜阳“南大门”；柳泉镇积极发挥党员突击
队、党员先锋队和党员示范岗作用；韩城镇党龄
60年的老党员蒋木林，主动向党支部提议缴纳
特殊党费；白杨镇卫生院党员干部买尚勇在战

“疫”一线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守卫着家乡群
众的安全与健康……

迎战疫情，飘扬在最前方的是党旗，冲锋
在最前线的是党员。宜阳县发挥党员“硬核
力”，彰显抗疫党旗红，筑牢疫情阻击“防火
墙”。县乡村党员戴党徽、亮身份，重温入党誓
词，激发党员动力，在全县防疫卡口插上党旗，
号召全体党员走在前、争先锋、作表率！

党员先锋队、党员攻坚组成员们奔波在全
县疫情防控值勤点，承担起了疫情防控宣传、组
织、监督等责任，筑起生命防线。党员深入各个
小区、村组开展疫情防控宣传、返乡人员排查、
卡点值勤值守、居家隔离管控和卫生整治消毒
等工作；2000多名农村无职党员主动请缨，逐
户逐人落实防控措施，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全县16个乡镇在重要疫情防控卡口成立
临时党支部，把“堡垒”建在防控最前沿，做到关
键时刻有组织在，关键岗位有党员在，坚决落实
防控责任，勇做疫情防控的先锋兵、排头兵。

白衣披战甲 最美“逆行者”

“疫情突然来临，医生变身战士，我要求去
武汉，上前线”，2月9日上午，洛阳市第二批90
名医护人员出发援助湖北。

他们之中，有主动请缨、立下战役不胜不
还乡铿锵誓言的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宁康康；
有背着呼吸机，也要驰援一线的呼吸科老医生
陈占国；有从95后护士变身抗疫“大英雄”的王
亚娟……宜阳六名医护人员不忘初心，不惧未
知，迅速汇入疫情抗击的先锋军中。

在最美“逆行者”的背后，还有近 4000名
基层医护人员白衣作战甲，投身疫情防控阻击
战。宜阳县卫健委确定县人民医院为定点救
治机构，各医疗卫生单位设立预检分诊点、发热
门诊和单间留观病房；通过覆盖县乡村的三级
远程医疗系统，分六轮对1.86万人次医务人员
进行培训，全县定点医院配备救治工作医护人
员36人；组建包括中医专家在内的120人的县
级救治专家组、流调组3个；建立中医药诊治专
区，对疑似患者一人一策，并建立病情每日会商
制度；同时，严格做好医护人员个人防护、医院
消毒、医疗废物处理等工作，杜绝院内感染。

脱贫感党恩 抗疫心连心

三乡镇河西村贫困户马宗普主动报名，志
愿加入防疫队伍，值守村口重要卡点；下庄村贫
困户马铁良每天骑着自己的三轮车义务喷药

消毒……脱贫一线上，党委政府努力让建档立
卡贫困户有活干、有钱挣、早脱贫；抗疫一线上，
他们不忘初心感党恩，尽力为全县疫情防控作
贡献。

他们之中，有人主动申请加入值守、巡逻、
消杀队伍；有人慷慨解囊捐款捐物送去一线。
高村镇脱贫老人每天为执勤卡点工作人员送
热饭热茶、张坞镇脱贫户捐出新鲜羊肉送到村
部、韩城镇外出务工脱贫户千里寄回口罩捐赠
家乡……

志愿者服务 贴心又暖心

一顶顶小红帽、一件件红马甲，映出宜阳
县1万多名志愿者投身抗疫战斗的身影。

他们在县城公共场所设立志愿服务劝导
宣传点，对外出散步及路过群众发放防控知识
宣传单，劝导群众在家休息，减少外出。

他们在乡村设立志愿服务宣传点、组建督导
工作队，积极协助基层组织，做好疫情信息的收
集、报告、人员隔离、秩序维护及公共卫生措施的
实施工作，劝导群众不在公共区域扎堆、聊天。

以笔化长枪 传递正能量

“胸有成竹不慌乱，防疫做到最前端，全县
干部齐上阵，党员干部冲在前……”疫情防控
期间，一曲由宜阳县戏曲家协会编写的河洛大
鼓《众志成城防疫情》火爆网络。

战“疫”当前，宣传先行。春节以来，该县
文艺工作者、文艺爱好者们创作出近千件抗疫
本土新闻、文艺作品，鼓舞士气，引领正能量。

宜阳县新闻宣传战线工作人员变身“战地
记者”，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电台、“富美宜阳”
官方微信号，制作播出《众志成城 防控疫情》特
别节目，点击量超过百万次；在市级以上媒体刊
发稿件600余篇，全方位宣传疫情防控工作。

防疫不松劲 复产加把劲

疫情正关键，发展不等人。近期，宜阳县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已陆续复工
工业企业324家，在岗人员20156人。

该县在落实企业复工复产核查备案“两不
准、三从严”的基础上，建立企业错峰复产、一企
一策、一企一员管控和企地联动协作“三大体
系”，确保复工复产企业防控组织、防控方案、设
施物资、员工排查、防控措施、环保措施“六个到
位”，形成企业复工复产过程中体系完整、闭环
管理的疫情防控机制，全力推动企业应复尽复。

政府服好务，复工无顾虑。该县切实
落实“一企一员”制度，疫情防控期
间，该县产业集聚区安排专人到
卡口为企业协调物资运输120
余次；提供口罩约55670个、
消毒液20余吨，有效缓解了
企业防疫物资短缺问题。

县产业集聚区党工委
组织4支党员志愿服务队，
深入辖区100多家企业帮助
企业细化员工返岗、健康监
测、隔离场所、物资保障、生产
计划等安排，170余家复工企业
上班人员达11078名，其中宜阳籍
7980名，占72%以上，园区生产基本恢
复正常水平。

宜阳人民战“疫”到底，，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用无畏坚守用无畏坚守、、辛勤汗水浇灌出辛勤汗水浇灌出 20202020年年
抗疫战线上分外美丽的春天抗疫战线上分外美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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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市场供应
◀部分超市成本价
供应蔬菜
▶富隆特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为防疫前
线加工护目镜

□张珂/文 田义伟/图

开通企业开办专区“一日办结”陈翔 摄

优化办事流程 便民服务网上办 陈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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