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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天里突围
——孟州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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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末、庚子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骤然

而至，一切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在疫情的围困下，孟州市坚决贯彻中央

及省市决策部署，上下同心，众志成城，突围

的脚步从未停止。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走在

前、作表率，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截至目前，该市保持了确诊病例和疑似

病例“双零”的战果。

为尽最大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

响，该市高标站位、精准施策，全力支持和组

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项目建

设，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春来“疫”去，万物复苏。听，千年古县、

韩愈故里经济社会发展正伴着抗疫胜利的号

角全力突围。

国道207孟州至偃师黄河大桥项目施工现场 赵春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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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面前，党委政府就是“定盘
星”，是群众心中最大的依仗！

1月 23日，孟州市委召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对全
市疫情防控工作安排部署。

1月 27日，孟州市召开党政联席
会议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专题
推进会，传达省、焦作市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精神，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再安
排再部署。

危急时刻显本色，越是艰险越向
前。

党政班子成员靠前指挥、当好表
率，每天到分包乡镇（街道）蹲点督导，
深入一线指挥疫情防控工作。

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调动一切力量共同战“疫”，
推动疫情防控工作走在前，凝聚起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工作合力。

疫情当前，党员不退！
全市抽调 55 个市直单位 652 名

党员干部，进驻无主楼院（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市
直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主动到所居住的无主楼院（小
区）报到，主动亮明身份、参与疫情防控。

全市303个无主楼院（小区）组建临时党支部177个、
临时党小组146个，筑牢了基层战斗堡垒，织密了社区防
控网络，在疫情防控中让党旗飘起来、党徽亮起来、党员
动起来。

把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识别干部的主战场，组工干
部深入到 11个乡镇（街道）和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公安
局等疫情防控职能部门，调研了解疫情防控中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履职情况，作为知事识人、选拔任用的重要参
考，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

在疫情防控中储备人才，对于在疫情防控中表现突
出的人员简化入党程序，将其纳入各基层党组织和临时
党支部管理，根据现实表现纳入党的后备力量。

加大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的宣传力度，
在孟州党建微信公众号上开设《奋战“疫”线党旗高扬》
《众志成城防控疫情》等专栏，报道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先进典型，在主流媒体宣传报道防
疫一线党员群众先进事例事迹。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不要走亲访友”“预防千万条、
口罩第一条”“减少聚会聚集、拒绝疫情蔓延”……一条条
宣传标语在孟州城乡阡陌醒目位置张贴了起来，营造疫
情防控的浓厚氛围。同时，利用走进孟州微信公众号、云
上孟州APP等渠道，发布最新疫情快报，消除群众恐慌心
理，回应社会关切。

“小区里挂上了很多防疫知识标语，我感觉很暖心，
我和家人也会时刻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市民宋先生
颇有感触地说。

人民战争，人民才是主角。
40万孟州人民积极响应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统一

部署，从自身减少外出做起，从戴口罩、勤洗手做起，从不
了解疫情时的担心、害怕，到配合、参与，为这场人民战争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加强群防群控、全面阻断疫情传播的同时，孟州市
注重发挥中医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免费为
居家隔离观察人员、高危人群、敏感人群发放中药方剂，
加强对重点人员的干预，着力做好“未病先防”文章。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我市把疫情防控工
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做到哪里任务险重哪
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说。

春回大地，山河无恙。从疫情发生到现在，该市始终
保持了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双零”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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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在孟州市中原内配集团
公司缸套生产线，技术工人们正对产品
加工、检测，赶制国外客户的订单。

“自 2 月 11 日复工以来，公司每
天对厂区重点部位进行消毒，建立人
员信息日报告制度，实行分拨和错峰
就餐，有信心实现防疫、生产‘两手抓、
两不误’。”中原内配董事长薛德龙说。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重大政治
任务，必须尽锐出战；改革发展稳定是
根本大计，必须一抓到底。作为传统
工业强市，孟州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 166家，用工总人数约 6.2万人，做
好复工复产至关重要。

疫情防控下，孟州全力服务企业
复工复产，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画好复工复产最大“同
心圆”。

成立了复工复产工作专班，印发
了《关于着力加强疫情防控统筹推进
经济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中冲在前、当
标兵，确保全面恢复经济社会秩序。

孟州市科工局、产业集聚区管委会牵头，紧急抽调60
余名干部，分包 96家重点企业，提前帮助企业做好防控
方案、应急预案、物资储备、人员排查等准备工作，为安全
复工复产筑牢了坚实屏障。

孟州市市场监管局利用电子化政务服务平台，优化
审批流程，全面推行登记注册、行政许可、企业年报、企业
档案查询和检测检定服务“网上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
办”等“网上办、不见面”式政务服务。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制定“11338”企业复工复产机制等措施，积极
推动工业企业及重点项目复工复产。

按照“成熟一个、验收一个、复工一个”的原则，该市
分两组开展复工复产审核验收，只要企业提出申请，当天
内就组织验收审核，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企业生产。

孟州市印发《关于保证复工复产企业员工上下班通
行的通知》，发放 15000余张通行证，解决企业职工出入
厂区和居住小区（村庄）问题；为企业办理全国通行证A
证、省内通行证 B证、焦作市内通行证 C证、进出孟州市
通行证 D证共计 1859张，解决了企业应急物资调拨、原
材料购进等燃眉之急。

推荐 13家企业入选国家、省级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
业名录，共申请疫情专项再贷款资金4.45亿元，截至目前
共获批信贷资金4900万元。

推行“首席企业服务官”制度，与重点企业建立了
“一对一”常态联系机制，开展“保姆式”服务，先后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 39个实际问题和困难，全力助推企业达产
达效。

“市卫生健康委提供的中药及中药配方，清热润肺，
可以提高员工抵抗力，为公司复工复产提供有力保障，心
里踏实多了。”皓泽电子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米飞龙感激
地说。

积极发挥中医药应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作用，由市卫
健委组织市中医院及各中药店，按照焦作推荐处方，分批
煎制中药汤剂，免费为外来返岗务工人员发放中药汤剂。

除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外，各类商业门店全面恢复
正常营业，各类企业、建设项目工地全面复工复产。

“通过创新服务方式，指导企业用足用活政策，千方
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助推企业达产达效。”孟州市
市长吕沛说，我们有信心克服重重困难，安全复工复产，
把疫情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如今，看生产一线，机器轰鸣；看建设工地，吊臂运
转；看商超门面，有序营业……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交织
成复工复产“协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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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风 徐 来 ，一 则 孟 州 市 跻 身
“2020 中 国 最 具 发 展 潜 力 百 佳 县
（市）”的好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让
这座城市沸腾了。

由《求是》杂志旗下的《小康》杂志
联合多个部门和专业机构，发布的

“2020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百佳县（市）”
名单，孟州以总分94.49分的高分在全
国 2663个县域行政单位中排名第 51
位，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县（市）。

近年来，孟州市深入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改革开放创新，积极推进百
城提质、乡村振兴，发展后劲持续增
强。该市先后两次入选全国绿色发展
百强县（市），连续 11年跻身“全国最
具投资潜力百强县（市）”。

工业经济蓬勃发展。该市产业集
聚区入驻规模以上企业92家，是三星
级产业集聚区，先后 6次跻身全省前
十。目前，全市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
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大主导产业，培
育了保税经济、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

三大新兴产业。
今年 4月，河南省工信厅发布的全省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综合评价试点县（市）公示名单中，孟州市位列10个
入选县（市）之一。

科技创新优势突出。该市成功创建汽车零部件装备
制造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河南省首批智能化示范园
区，专利申请量持续保持全省前列，是河南省知识产权强
县工程示范市；拥有1家博士后工作站、3家院士工作站、7
家海外研发中心、2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5家企业牢牢
掌握行业话语权；与德国莱茵集团合作创建的孟州高新技
术公共服务中心，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对外开放全省领先。该市建成B型保税物流中心、跨
境电子商务平台、进口肉类指定口岸、进境动物皮张指定
存放监管仓库四大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集聚自营进出口
企业400余家。2019年，完成进出口总额达40.4亿元。

城乡融合持续深化。该市全面打造精致城市，深入
开展城市提质工程，成功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省级文明城
市、国家卫生城市创建工作通过暗访；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改造农村旱厕 6.1
万户，90%以上群众用上了水冲厕所；创建“四好农村路”
501.9公里，城乡公交实现全覆盖，被评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圆满完成城乡环卫一体化改革，农村垃圾治
理通过省级达标验收；源沟村被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翻开孟州市今年重大项目计划表，一批标志性、引领
性项目引人瞩目：

列入省重点项目4个，计划总投资42.4亿元，当年计
划投资 12.8亿元；列入焦作市重点项目 15个，计划总投
资117.5亿元，当年计划投资40.9亿元。

项目“井喷”，发展加速。今年，孟州围绕产业集聚区
“二次创业”、高新产业、公共卫生、基础设施、乡村振兴等
重要领域，梳理谋划 500万元以上项目 230个，计划总投
资613.1亿元。

孟州市纳入省补短板“982”重大项目48个，截至4月
16日，总投资184.7亿元，2020年计划投资56.6亿元（投资
额处于变动状态）。涉及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沿黄湿地
建设工程、水利基础设施工程、文化保护传承旅游资源开发
工程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上、续建重大项
目31个，总投资126.87亿元，当年计划投资42.27亿元。

一个个重大项目落地生根，让孟州的高质量发展呈
现出强劲势头。

同舟共济海让路，号子一喊浪靠边。如今，春回大地，
万象井然，孟州奋进的号角在长空响彻云端，责任在心，担
当在行，为夺取最终的“双胜利”，她的脚步铿锵有力！

春华已绽，秋实可期。

测量体温、登记信息确保有源可溯 贾黎明 摄

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御捷时代汽车公司新
能源纯电动车总装车间 赵春营 摄

孟州市政府主要领导督导南庄毛皮园区建设 崔发文 摄

中内凯思汽车新动力系统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物
料外观目测 赵春营 摄

2月12日，孟州市委主要领导检查督导企业疫情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情况 耿小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