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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控践初心 引领发展勇担当
——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纪实

防疫期间，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干部职工
节日不休、工作不停，紧盯生产流通领域重
点单位，深入农贸市场，查禁野生动物交易
和活禽屠宰，根除污染源头；督促餐馆饭店，
强化食品安全，落实防疫措施，消除疫情传
播的风险隐患；检查药店商超，提醒告诫，打
击囤积居奇行为，引导药械经营企业公开承
诺，全力维护消费安全和价格稳定。

为禁止市场上活禽销售宰杀行为，1月
24日，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农
贸市场帮着经营户清运活禽；为了保障各
大超市正常营业，米面油、肉蛋奶、蔬菜、水
果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三门
峡市市场监管局各个分所的工作人员放弃
假期休息，奔走于管辖区内的各大超市；疫
情期间，“12315”热线平台业务量骤增，话
务员们经常无暇吃饭，只好一边吃着饼干一
边接电话……

同时，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全体机关人员
充实到一线，成立综合协调、食品检查、医药
检查、价格检查、市场检查、纪律检查和宣传
保障等 7个督导组，确保各项市场监管工作
取得实效。

一 手 抓 疫 情 防 控 ，一 手 抓 高 质 量 发
展。从 2月 3日起，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暂
停窗口现场受理业务，全面推行网上办理、
预约办理，并向社会公布预约办理工作人
员的手机号，随时接受群众咨询，同时积极
支持、服务有条件的企业转产防疫物资和
原辅材料。

氯碱是生产 84 消毒液的主要工业原
料，三门峡市鸿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和立达
化工有限公司具备生产氯碱的条件，但按照
有关规定，从企业申报到获证需 30个工作
日。关键时刻，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特事特
办，简化审批流程，仅用1天时间就让这两家

企业取得了临时生产许可证书，次日企业就
开工生产。

河南圣玛斯科技有限公司、卢氏浩洋国
际服饰有限公司具备转产医用口罩、防护服
条件，为尽快促成两家企业取得生产许可，
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领导带领工作人员多
次深入企业现场办公，开辟绿色通道，优化
办事程序，在上报材料的当天，企业就拿到
了一类医疗器械备案凭证，保障了企业及时
投产。

3月 23日，三门峡市顺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向三门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捐赠 10万
只一次性口罩。该公司从注册成立到设备
安装、正式生产、产品检验、正式交货仅用一
个月时间。其间，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派出
专家、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邀请省级专家
指导验收，确保了该企业以最快的时间实现
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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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来势凶猛，一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悄无声息地打响了。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保

障全市防疫物资供应稳定、渠道畅

通，三门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第

一时间成立了物资保障组，并把组

织防疫物资的任务下达给了三门

峡市市场监管局。

临危受命，三门峡市场监管系

统干部职工把抗疫当作践行初心

使命、诠释责任担当的战场，一手

抓市场稳定，一手抓抗疫物资保

障，逆行奔走于抗疫一线，为三门

峡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面复工

复产复学贡献了“市场监管人”的

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大地，口罩告急！
消毒液告急！防护服告急！老百姓一“罩”
难求，怎么办？

三门峡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迅速反
应，使出浑身解数争分夺秒寻找“口罩”，第
一时间组织到第一批口罩、医用防护服、消
毒原料，解决了三门峡市的燃眉之急。紧
接着，第二批，第三批……

第一批口罩到位后，三门峡市政府制
定了市场指导价格，通过药店卖，市民为了

“抢”到口罩，在药店排起了 100 多米的长
队，新的人群聚集极易引发感染的危险。第
二批口罩就通过分发一定的“号”，每日按量
有秩序地卖，但是恐慌的居民凌晨 4:00就
开始排队领号，还是不能解决居民隔离和
哄抢的问题。

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便找到了三门峡
市湖滨区政府，经过研判和协商，最后商定
由湖滨区政府买单，免费为辖区市民发放
口罩，同时，三门峡市区 70多个社区开始封
闭管控。社区管控期间，每家每三天派一

人外出买菜，可以免费领取一只口罩，原来
一家三口三天要用 9只口罩变成了 1只，既
缓解了口罩供需紧张局面，又让居民安心
居家隔离。

同时，为了筹备抗疫物资，三门峡市市
场监管局组织各大医药企业每天召开一次
协调会，实行日报告制度，要求各企业每日
上报疫情防控物资采购、销售、库存等情
况，积极协助抗“疫”物资的供应。

“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三门峡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赵冶钧每天都要与我
通话几十次，有时还要面谈，一开口就是
口罩，1 月 26 日是大年初二，三门峡市政
府召开医药企业座谈会，当天就为企业办
齐了各种证件，下午 5 时采购车就出发。
由于时间抓得紧，原来跟厂家联系的 10
万只口罩采购订单，追加到了 20 万只。”
华为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红
星说。

据统计，1 月 22 日至 3 月 9 日，三门峡
市抗疫物资保障组共为该市争取到一次性

口罩 149.2696 万只，KN95（非医用）口罩
4.29万只、护目镜 1116个、防护服 2970套、
手持测温仪 1166 个、酒精 102.17 吨、84 消
毒液 132.36 吨，极大地保障了疫情防控物
资的稳定供应。

为了让群众“宅家”安心，三门峡市市
场监管局充分发挥非公党建引领作用，组
织起一支支志愿者服务队，承担起无物业、
无单位管理老旧小区的防疫管控任务，关
键时刻站出来，冲锋在前，哪里最危险任务
重，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一时间，红
马甲、黄马甲、“彩陶红”成为城市一抹暖
色。

在渑池县，渑池仰韶酒厂作为“把白酒
染上红色”的非公党建示范企业，第一时间
成立社区防疫工作突击队，彩陶销售中心
各个市场小分队迅速“蹲守”“抢单”，筹集
抗疫物资，支持一线抗疫工作，在做好自身
防护的前提下，扛起喷雾器，走上大街小
巷，义务消毒，宣传防护知识，张贴温馨提
示，累计服务 1012家门店。

4月 13 日，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一楼大
厅，一个简单庄重的捐赠仪式正在进行，在三
门峡市领导和媒体、慈善总会、红十字会的见
证下，爱心企业把一批批防疫物资交予受赠单
位，帮助受赠单位复工复产复学，同时爱心企
业也收到三门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颁发的荣
誉证书和三门峡市慈善总会颁发的证书。

在这里，这样的捐赠仪式已经举行了十余
次了。

在三门峡，90%以上的市场主体是民营
经济。疫情初期，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非
公党工委）就向该市非公经济组织和非公党
组织发出了《关于开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爱心捐赠行动的倡议书》，非公
企业纷纷慷慨解囊，为战“疫”捐款捐物、奉献
爱心。

2月 5日，两家非公企业向全市医疗单位
和公安、环卫、企业、新闻等单位定向捐赠口罩
5000只，价值1万元，红外电暖气500台，价值
25万元；2月 7日，8家非公党组织和党员捐赠
价值 120.48 万元的现金和物资；2月 13日，9
家非公企业和5家商会捐赠总价值91.8658万
元的现金和物资；2月 19日，卢氏浩洋国际服
饰有限公司捐赠隔离衣、隔离服1000件，价值
30万元……

一时间，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一楼大厅成
为全市各界关注的慈善事业中心，先后有 29
家企业和 5 个商会捐款款物合计 1000 多万
元，有力地支持了该市的防疫工作，成为战

“疫”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护物资供应

充足，为三门峡市的企业创造了复工复产的条
件。2月 26日，该局发出了《致非公党组织和
党员的一封信》，号召全市非公党组织与全体
党员积极为企业复工复产出“金点子”，下真功
夫，做到应复尽复，平稳有序。

于是，三门峡市各非公党组织结合实际
和行业特点，动员党员职工迅速组建党员突
击队、党员先锋队，设立党员先锋岗，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以“红色引擎”助推非公企业高
效有序复工复产。截至 3月 5日，三门峡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开工 358 家，应复尽复
率达到 100%。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非公党
建三门峡模式”早已深深根植企业血脉，在企
业生产经营中充分发挥着政治引领作用。目
前，该局提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年主题，总结弘扬在抗疫中发挥基层非公党
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的成功经验，继续通过
建立一大批高质量的党组织，高素质的党建指
导员队伍和党员队伍，用党建的高质量推动民
营企业队伍高质量、管理高质量、产品高质量，
用党建高质量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风雨过后是彩虹。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三门峡市成为全省首个实现城市封闭化管
理的省辖市，也是全省首个确诊、疑似病例“双
清零”的省辖市，还是最早复工复产的省辖市。

“这场疫情就是一场大考，考验着机构改
革后的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在这场大考中，
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整合力量，举全局之力打
了一场漂亮仗，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答
卷，同时也让职工找到了自身价值，让市场更
稳定、管理更科学，让老百姓充分享受到了政
策‘红利’。”三门峡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保
障组组长、三门峡市市场监管局局长、三门峡
市非公党工委书记赵冶钧说。

稳定市场供应 以解群众后顾之忧1

坚持科学管控 保障市场平稳运行2

非公党建三门峡模式
引领企业高质量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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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检测不放松 查验食品出厂日期

检查防疫物资供应及价格执行情况 志愿者在“三无”小区登记出入人员信息

检查药品供应及价格落实情况

人人都在抗疫一线

检查预包装食品生产日期

一丝不苟检查防疫物资

执法人员检查餐饮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