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刊│08
2020年8月 12日 星期三

出彩河南 企业

●● ●● ●●

□苟华云

近日，在洛阳市洛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天久科技有限公司又一批价值100余万
元的高档“不粘锅”系列厨具，装车运往青
岛，准备“漂洋过海”发往瑞典、俄罗斯、英
国、德国等国家，通过全球最大的家具和家
居用品零售商——瑞典“宜家”销售平台销
往世界各地。

“5月订单回暖，6月订单不断，7月以来
订单剧增！”天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侯跃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接单接
到心跳，现在已经确认的订单达到2.5亿元，
让人对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积极支持帮扶
助力企业“过坎脱困”

天久科技是洛阳市一家铝制品加工企
业，其生产的“不粘锅”系列中高档厨具以出
口为主，其中80%产品专供“宜家”。疫情袭
来，订单数量塌方式下滑，致使该企业濒于
停产。

关键时刻，洛阳市委和洛龙区委主要领
导多次到该企业调研，为其发展加油鼓劲、
把脉问诊；协调防疫部门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免费发放口罩、安装红外线监测设备等，
力促该企业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复工复产；同
时引导该企业实施绿色生产线改造、提升营
销策略水平、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说起那段经历，侯跃峰感慨地说：“今年
上半年，可谓经历了冰火两重天。是市、区
两级党委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使企业坚定了
信心，走出了困境。”

据了解，洛龙区现有民营企业 18387
家，涵盖制造业、建筑业、商贸服务业等众多
行业。其中，天久铝业、卡瑞起重、北方永盛
等一批民营企业及其产品在国内已具有一
定影响力。

今年以来，洛龙区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扎实落实“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深入开展

“联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真情服务，多措
并举，化解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困难，全力帮
助中小企业纾难解困、“过坎脱困”，保障企
业稳定经营、健康发展。

从5月初开始，洛龙区区级领导和各区

直单位负责人对全区重点企业进行分包联
系，深入开展“联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他
们作为服务企业的第一责任人，每月定期到
企业调研走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出
现的困难。与此同时，该区协调区宣传、财
政、工信、发改、金融、人力资源、电力等多部
门协同发力，通过组织惠企政策宣讲培训、
务工就业招聘和培训、银企对接洽谈、争取
扶持资金等多批次系列活动，联合破解企业
发展瓶颈。

截至7月底，洛龙区区级领导及各区直
单位负责人全部按要求到分包联系企业调
研走访3次以上，当场为企业协调解决用水
用电、防疫物资等实际问题89件次，先后收
集并协调解决企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用
工、市场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320余件次。
人力资源部门 3次组织招聘会为企业招聘
务工人员 3000余人，金融部门 5次组织银
企恳谈会争取、申请使用还贷周转资金7.08
亿元，财政部门为企业发放失业保险一般性
稳岗补贴、失业应急稳岗补贴3000余万元，
社保部门帮助全区符合条件的3288家企业
享受到了社保减免50%的政策……

“如果没有政府 100多万元的扶持，科
研人员、技术工人肯定会流失，这对企业来

说，无异于灾难。”洛阳大华重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苗三周说，“是政府的鼎力
相助让企业渡过了难关。”该公司是一家矿
山机器制造企业，拥有 40余人的研发团队
和 270名技术工人，疫情期间，曾有一个多
月停工停产，面临着科研人员、技术工人流
失的危险。危急关头，洛龙区经过核查，免
征了该公司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
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累计减免 110余万元，
同时还给该公司发放了 8万余元的稳岗补
贴，协调电力部门疫情期间优惠电费 4 万
余元。

目前，全区300家工业企业、1.8万家非
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复产，正常运转。

推进“三大改造”
支持企业提质增效

在大力扶持、确保民营企业稳定生产的
同时，洛龙区积极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抓住
国家、省、市实施中小微企业帮扶的契机，加
大减税、降费、让利力度，及时兑现优惠政策
和扶持措施，大力引导、扶持企业实施转型
升级、智能制造、绿色发展，激发企业活力，
提升企业效益和发展质量。该区对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了再次摸排，对中集凌
宇、古城机械、大华重工等规模以上企业建
立了“三大改造”项目库，梳理确定 11个技
术改造项目、17个智能化改造项目和5个绿
色化改造项目，并制定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以区级领导为首席服务官，开展“一对一、点
对点”服务，确保企业转型升级和“三大改
造”提速提质。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经过
环保自动化改造，实现静电喷粉全自动化，
材料体利用率超过 97%，与传统油漆喷涂
40%~50%的利用率相比提高近一倍，在大
幅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将VOCs（挥发性有
机化合物）排放降至接近于零，每年可减排
VOCs近 30吨。单工件自动涂装生产周期
由传统工艺的48小时缩短至4.5小时，生产
节拍缩短至12分钟，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实
现了环保与发展双赢。

创新服务模式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为更好地服务企业、助力企业发展，洛
龙区市场监管局联合税务、银行、公安、社
保等多部门联合组成“企业业务办理专
区”，在全区推出了一系列惠企助企服务新
举措——企业开办实行全程网上办理、一日
办结；企业办理设立、变更、注销等只需一部
电脑或一部手机，全流程皆可在家完成，“不
跑一步”；所有新开办企业业务不需要更换
窗口，“一窗办结”。

这些优质、高效、贴心服务企业的举措，
为社会注入了强劲的创业创新发展动力，深
受企业和社会各界点赞。据介绍，洛龙区

“企业业务办理专区”从今年4月初成立至7
月底，已经为 1700余个新办企业完成了相
关手续。

洛龙区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
洛龙区将深入贯彻市委十一届十三次全体
会议精神，克服“三种心态”，强化“三种精
神”，聚焦“六稳”“六保”，推进“五提”行动，
提升落实力执行力穿透力，持续以“联企入
企惠企助企”活动为契机，强化服务和担当
意识，以勇争一流的志气、攻坚克难的勇气、
开拓创新的锐气，乘势而上，提升中心城区
首位度，在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中实现更大
担当更大作为。

洛龙区深入开展“联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田宜龙 李新安

企业兴，则中国兴，企业强，则中
国强。

今年春天，省委、省政府高规格召
开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
会，吹响了加快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打造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极
的号角。

在洛阳伊滨区佃庄镇的春都食品
产业园，经历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迎来了重
大发展机遇和一系列政策红利。

近日，《河南日报》推出了“新春都”
的系列报道，引起了地方党委、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洛阳市委主要领导近日在伊滨区调
研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时提出：
春都曾经是洛阳的名片，在新时代要始
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坚持市场导向，
拉长产业链条，融入绿色、有机、低脂、低
糖等新内涵，推出更多符合时代特色的
新产品，打造生态春都，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养生、健康等饮食需求，让
春都品牌凤凰涅槃、重放异彩。

伊滨区管委会负责同志表示，将认
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洛阳副中
心城市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和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着力服务好企业，帮助企
业做好销售、资金、研发、创新等工作，努
力提升春都品牌价值，重塑名牌效应，让
春都早日凤凰涅槃、重放异彩。同时，致
力于打造高规格、高品质食品产业园区，
助力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新机遇开启新梦想

连日来，洛阳市委、市政府召开相
关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强调要树牢“为企业减压就是
为洛阳发展赋能”理念，要把企业的事
当成自己的事、把企业的困难当成自己
的困难，全面掌握企业情况，推出管用
具体措施，落实企业反映问题“领单、交
单、办单、清单”机制，积极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确保“联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
取得更大成效。

围绕落实洛阳市委主要领导调研指
示精神和洛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立
足“新春都”的持续健康发展，伊滨区明
确提出，佃庄镇要着力围绕春都品牌的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依托春都龙头效
应，吸纳高端食品产业项目，招引行业领
军企业，努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领先的
食品产业园，让“会跳舞的火腿肠”重新
在全球舞动，为实现伊滨区打造“创新创
业新高地、伊洛山水宜居城、城乡统筹示
范区”目标提供坚强支撑。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按照洛阳市
“联企入企惠企助企”要求，伊滨区管委
会负责人表示，加快对接让食品产业园
土地规划尽快完成报批，让洛阳的食品
产业园尽快落地生根；加快食品产业园
周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古城快速路
东沿线、枣东大道南延长线、汉魏大道
与岳洛路连接线、岳安路等道路的施工
进度；区镇相关单位要服务好春都发
展，努力提升春都品牌价值，重塑名牌
效应，帮助企业做好销售、资金、研发、

创新等工作，让春都的产品与绿色、康
养相结合。

7月 30日，佃庄镇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洛阳市委主要领导来佃庄调
研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的讲话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佃庄镇党委书记朱宏斌表示，要以
此次市委主要领导调研为契机，提振精
神，克服“自满、等靠、安逸”三种心态，
强化“进取、拼抢、攻坚”三种精神，以时
不待我的责任感、使命感，锁定食品产
业创新主攻方向，依托春都龙头效应，
吸纳高端食品产业项目，招引行业领军
企业，完善产业园周边基础设施，扩大
产业园区规模，加快电商发展，引进创
新技术，加强研发队伍，在康养、生态产
品上实现突破，生产出高端市场产品，
努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领先的食品产
业园。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老字号是城市文化的象征，不仅是
品牌，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她们承载

着独特的技艺和精深的文化，更承载着
城市变迁的历史和老百姓心中美好的
记忆。

春都就是让洛阳人不容忘记的品
牌。曾几何时，“春都火腿肠”，不仅是
洛阳乃至河南食品工业的代表，更是河
南品牌的骄傲。

新时代，春都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契
机，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发展新产
业，推动企业脱胎换骨、迸发活力。

经过近年来在食品领域精耕细
作，目前的“新春都”已成为集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企业，拥
有近 30条高低温肉制品自动生产线，
有高低温灌肠类系列产品 100多个品
种，年产量达 8万吨，覆盖 20多个省级
行政区。

目前，天佑春都在全国设有 5个办
事处，产品已遍及全国31个省（区、市）
及港澳台地区，并已进驻淘宝、天猫拼
多多等多个网上销售平台。

春都品牌在2019年中国顾客推荐
度指数（C-NPS）中，30个品类的品牌
排名中获火腿肠类第二名，今年上半年

销售收入近3亿元。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尤其是关于保护和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的重要论述，激发起春都人
奋斗追梦的强大力量，也为春都人砥砺
向前指明了方向。

“新春都将深耕食品加工领域，不
断延长产业链条，让春都品牌重放异
彩。”洛阳天佑春都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孙志恒表示，该公司将围绕“健康
春都、品质春都、文化春都、生态春都”
四大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主业，提升
企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华丽
转身。

再铸春都辉煌，实现王者归来。大
家纷纷表示，春都作为洛阳老品牌，全
国知名品牌，不仅担负着企业发展的责
任，同时也承担着社会和政府对企业的
期望。春都人，有决心 、有信心在春都
新一代领航人的带领下，按照“健康春
都、品质春都、文化春都、生态春都”战
略引领，坚持“品质第一、安全至上、用
心做事”的价值观，以“为消费者提供安
全、健康、营养、美味的放心食品”为使

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洛阳副中心
城市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奋力书写精彩新答卷

牢记嘱托，不负使命，在奋斗奔跑
中书写精彩答卷，是春都人的响亮回
答。

“作为一家以食品立身的企业，我
们不断依靠创新努力实现新的发展，为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生、
健康等饮食需求。”孙志恒表示，公司将
严格落实省、市要求，落实“健康春都、
品质春都、文化春都、生态春都”发展理
念，按照企业“六化”建设要求 ，紧紧围
绕“绿色、有机、低脂、低糖”的新产品研
发方向，不断推出新产品，狠抓落实，不
断推进企业向前发展。为春都不断创
新突破带来源源动力。

健康春都。实现管理精细化，用先
进的管理体系来管理企业，健康发展，
打造百年春都。

品质春都。实现生产智能化，做高
品质的产品，以品质赢得口碑，以口碑
打造品牌。

文化春都。实现制度规范化、文化
特色化，以春都商学院为依托，凝心聚
力，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生态春都。实现发展绿色化、厂区
园林化，建设园林企业，产品和生产绿
色化，建立畜禽养殖、屠宰、食品加工、
冷链物流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真正形
成产业闭环。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孙志恒表示，春都的发展将迎来
一个新的春天，以更澎湃的激情、更务
实的作风、更雄劲的步伐，按照中央、
省、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砥砺前行，
踏实做强实业，努力办好企业，坚持

“品质第一、安全至上、用心做事”的价
值观，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营养、
美味的放心食品为使命，把春都这个
洛阳名片打造成为让洛阳人民骄傲的
品牌，为加快建设副中心，致力打造增
长极贡献力量。

洛阳春都：扬帆远航正当时

企业开办专区服务优质高效

大华重工大型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HPY800的制造试机

天久科技生产车间

大华重工新型全液压履带CMC300G破碎站

春都参加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 张昭辉 摄 春都自动拉伸膜真空包装线 张昭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