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区
首批6家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张黎
崔丹丹）昨日，记者从中原区工信局了解
到，坚持防控从严、分批分期、错峰推进、
强化监管的工作原则，中原区有序推进
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有6家工业企业已复
工复产。

据中原区工信局负责人介绍，目前，
中原区已复工企业6家，其中华润燃气、
郑州供电公司、郑州自来水投资有限公
司、中原环保 4家民生行业一直保持正
常运行。中原区第一批复工企业为：2
月 10日，郑州云顶服饰有限公司复工生
产3000套普通民用防护服；郑州煤矿机
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山路105号西厂
区已经在 2月 11日通知复工。此外，河
南大井星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河南
惠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家企业已于 2
月 12 日完成现场审核，经过审核的企
业，检查人员、防疫物资、隔离点设置、防
疫防控方案等均实施到位。剩余企业正
在有序准备复工复产申请材料。

对于复工复产企业，中原区严格落
实厂区防疫防控要求。每天对厂区进行
一次全面消毒，岗位设置原则上间隔一
米以上，尽量避免近距离非工作性接
触。强化会议管理，不得举办各种大型
集会和大型会议等活动。会议结束后，

及时对会议室的地面、物体表面进行清
洁。日常办公尽量减少纸质材料传阅、
传递，提倡通过线上办公、视频会议等方
式完成相应工作。加强对员工的健康监
测管理，建立“日报告”制度，每日14：00
前报送当日用工情况《企业每日用工情
况统计表》。厂区要设置返厂人员隔离
点，返工人员对到过省外疫情重点地区
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14天，省内其他
地市返郑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7天。

中原区还积极运用“互联网+疫情防
控”，实行“网络化”防控。依托“钉钉”技
术平台，上线“中原区复工复产企业新冠
肺炎防控信息”填报小程序。只要通过

“钉钉”直接扫描二维码，填入企业人员基
本情况、目前所在地区、到岗时间、联系方
式和身体健康情况等相应资料，企业员工
信息立即录入，可做到“一键进入、一屏掌
握”，高效、便捷、动态掌握辖区企业防控
信息。

下一步，中原区工信局会同区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督察组，对各街道办事处
复工复产企业复核情况、监管责任落实
情况和企业疫情防控开展情况进行督导
指导。对企业复工复产中出现的渎职、
懒政、不作为、不担当、推诿扯皮等行为
予以严查，并追究相关责任。

新密市
72家企业正常生产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李绍光）记者昨日从新密市政府
获悉，目前新密市不停产和刚开
工企业已达72家。

郑州瑞泰科技公司是国家绿
色工厂，享受环保豁免权。作为
外贸订单企业，春节期间一直生
产。在该公司看到，员工戴口罩
上岗，一天三次测量体温，不允许
出厂。一部分办公用房腾出来用
于职工住宿，一人一间。餐厅实
行分餐制，一人一桌。公司专业
消毒分队定时在车间、宿舍、餐厅
和道路等重要场所进行消毒。新
密市工信局负责人介绍，类似郑
州瑞泰科技公司这样节日照常生
产的企业全市有32家。

近几天来，新密市坚持两手
抓，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抓恢复
生产。市政府要求准备复工的企
业必须建立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责任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一个
环节，每道工序，每个岗位，确保
职工健康和企业安全双赢。申报
复工的企业要制定科学合理、操
作性强的生产实施方案和疫情处
置应急方案，方案应报工信部门

备案审批。市领导要分包乡镇，
联系重点企业，迅速执行双指导；
对企业生产中出现的原料供应、
和产品销售中可能涉及的长途运
输问题，市防疫指挥部要及时与
外地有关方面协调，认真进行沟
通磋商，争取为企业创造条件。
乡镇和办事处干部要吃透企业情
况，帮助企业做好防疫和生产两
项功课；市乡两级督促具备开工
条件的企业尽快恢复生产。大力
支持具备开工条件的企业启动预
案，马上恢复生产。各职能部门
发扬“店小二”精神，努力为企业
搞好优质服务。市大数据局、发
改委和工信局等部门运用远程教
育、视频会议、微信和邮件等形式
主动为企业解决具体问题，同时
以此减少检查中人员频繁流动带
来的风险。税务、银行、商务等部
门及时为企业进行政策性减补，
让企业轻装上阵健康发展。

该市周密的安排，有力的措
施，充分保障企业顺利复工安全生
产。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0家企
业恢复生产，生产企业总量达 72
家，占重点企业总数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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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业企业
3月2日起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李娜）2月 13日，记
者从郑州市科技局获悉，根据《郑州市
科技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实施方案》，
除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研究所、新型研发
机构、检验检测企业外，其他科技服务
业企业于3月 2日零时起复工复产。

根据《方案》，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我市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科
技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地减
少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确保全市科技服务业企业复工复产工
作科学、有序、规范，实现科技服务业健
康发展。

具体来说，除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研

究所、新型研发机构、检验检测企业外，
其他科技服务业企业于 3月 2日零时
起复工复产。

《方案》提出，对提出复工复产申请
的企业，相关部门要按照申报时间排
序，及时组织审核。对春节期间未停工
企业，按照复工复产条件，督促落实疫
情防控各项措施，经材料审核和实地查
验，符合条件的，保障其继续生产；对达
不到条件的，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后仍
不符合要求的，责令其停工停产。发现
复工复产企业疫情防控措施不力、存在
重大风险隐患的，立即责令部分或全部
停工停产，进行整改。

利用现有生产线转产防护服

加班加点生产支援抗“疫”一线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文/图

8条新举措
支持建筑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曹婷）全力保障防疫
物资、合理延长合同工期……昨日，郑
州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支持建筑企业复工复产
的实施意见》，提出 8条新举措助力企
业应对疫情。

《意见》提到，落实复工复产条件、
全力保障工程项目防疫物资、依法给予
社会保险费政策支持、合理延长合同工
期、按时足额支付工程款、将防疫成本
列入工程造价、充分发挥在线审批监管
平台作用、实行市政重点工程项目派驻
联络员制度等8项新举措。

《意见》明确，有条件的建筑企业根
据工作需要，在自身充分准备必需的防
控物资、落实隔离场所、并确保没有来
自或者去过疫情重点地区的员工的基
础上，可向属地政府提出申请，经属地
政府验收并纳入监管后可复工复产。
建筑工地在满足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向

属地政府提出申请，可进行复工复产。
企业所在地和工程属地政府可根据实
际情况，为企业提供部分快速红外体温
探测仪、消毒水、口罩等必要防疫物资。

根据《意见》，新冠肺炎疫情明确定
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和《合同法》中所
列明的不可抗力。防疫期间施工单位在
对应承建项目所产生的防疫成本列为工
程造价予以全额追加。同时项目建设中
确因疫情影响或疫情防控不能按时履行
合同的，允许合理延长合同工期，具体延
长期限由双方协商后重新确定。

不仅如此，受疫情影响，面临暂时
性生产经营困难，确实无力足额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中小企业，按规定经批准
后，可缓缴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
保险费。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职工可
按规定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缓缴
期满后，企业足额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
费，不影响参保人员个人权益。

困难企业
可申请缓交公积金

本报讯（记者 曹婷）“受疫情影响
导致生产经营困难，无法按时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可以申请缓缴住房
公积金。”记者昨日从郑州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出台通知助力
企业和职工共渡疫情难关。

通知提出，受疫情影响未能正常缴
存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和职工，待疫情结
束后需及时补缴。住房公积金缴存延
期不超 3个月，视为正常缴存，职工贷
款权益不受影响。

该中心倡议、鼓励住房公积金缴存

单位使用网上缴存。提醒有需要办业
务的市民，如急需到办事大厅现场办理
业务，可事先拨打住房公积金疫情期间
临时服务电话预约咨询。

郑州住房公积金疫情期间服务电
话：市政务中心服务大厅 67580980；
花园路办事大厅 65526976；二七政务
中心服务大厅 61319285；经开区办事
大厅 86011362；郑煤分中心办事大厅
87785962；荥 阳 管 理 部 办 事 大 厅
66121067；上 街 分 中 心 办 事 大 厅
68120966。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2月24日后可复工复产

本报讯（记者 李娜 通讯员 李宁
学）昨日，记者从郑州市人社局获悉，2
月 24日起，全市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符合条件并经审核批准后可复工复产。

根据《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复工复产
实施方案》，各相关企业要做实做细防
控措施。复工复产企业必须接入全市
疫情防控信息化系统，做好员工排查登
记和管控工作。对到过或来自省外疫
情重点地区和省内重点疫情地区的人
员应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14天，省内
其他地市返郑的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7 天。同时，根据员工数量和防控需

求，企业要购置、配备测温设备和保障
至少两周使用的防护口罩、消毒液等防
护用品及物资，建立防疫物资库存和使
用台账，满足企业疫情防控需求。

此外，方案还提出，各人力资源服
务企业切实履行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明确专人负责并
24小时保持通信畅通。一旦企业出现
疫情，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立即停工
停产，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处置并及
时上报情况，同时做好人员防控、场所
管理防控、设施设备防控等，并坚持每
日报送用工情况等。

“四个办”服务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
昨日，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即日
起，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办理登记
注册、档案查询、检验检测、食品药品、
医疗器械、知识产权等市场监管领域各
类行政审批业务时，全面推行“网上办”

“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的“四个
办”服务，为企业复工复产保驾护航。

全面推行“网上办”，进一步引导
企业群众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河南
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服务平台等线
上平台，网上在线办理登记注册和各
类行政审批业务。随时随地“掌上
办”，积极引导企业群众通过手机下载

“掌上工商”“豫事办”APP，随时随地
办理各类业务；大力推广通过手机下
载电子营业执照，扩大电子营业执照
应用覆盖面。双向快递“邮寄办”，对
于需要审核申请资料原件的各类行政

审批业务，企业群众可通过邮寄方式
递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后，市场监管
部门通过免费寄递方式发放相关证
照，实现业务办理“无接触”“零见面”，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特殊情况

“预约办”，企业群众可通过电话提前
和值班值守人员预约，在佩戴防疫口
罩、接受体温检测、服从疫情防控管理
的前提下，到指定地点办理。

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创新服务举
措，为防疫物资生产、居民生活用品供
应、物流等与疫情相关企业开辟“绿色
通道”，特事特办，即时办结，服务相关
企业有序复工复产，确保防疫物资和生
活用品保障到位；对在疫情防控期间营
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又不能及时
办理变更登记的，推行登记注册顺延服
务，允许市场主体延期至疫情结束之后
一个月内办理。

复工狠抓防疫不疏漏

“我们住职工公寓，门对门也
不串门。”生产工人刘喜荣说。在
裁剪车间，记者看到，工人操作机
器也都保持着一定距离。“平时除
了必要的工作配合以外，尽量减
少接触。”包装工罗东风说，“车间
每天早 8 点、晚 8 点两次测量体
温，出入车间还要进行消毒处
理。就餐一人一桌，教室上课模
式。”焦辉介绍。

为了做好企业复工疫情防控
工作，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加
强对企业疫情防控指导，提前为
企业做好防疫工作培训，通过网络
平台和张贴公告等方式将防疫知
识覆盖至所有员工，做到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筹备两不误。云顶服
饰也制定了详细的疫情防控保障
方案，对员工春节期间去向逐一
调查摸底，对符合条件的进场前，

进行严密的员工身体健康检查。
目前，该企业复工员工身体健康
状况良好。

为了做好复工准备，云顶服
饰已经安排省内外地员工就地居
家隔离7天，隔离期满公司统一派
车前往接回。同时，记者还了解
到，云顶服饰正在筹备上一条医
用防护服生产线，以缓解我市医
用防护服紧缺局面。

防护服生产如火如荼

2月 13 日 9 时 40 分，记者来到云顶服饰
厂大门口，看到滚动屏幕上“群防群治，抗击
疫情”的宣传标语格外醒目。门卫处的公告
栏上张贴着市工信局下发的生产能力应急征
用、员工返厂复工批复、转产防护服批复三个
红头文件。

填写承诺书、入厂消杀，测量体温后，进
入厂区，在出入车间的门口，都有浸泡消毒液
的海绵脚垫消毒。二楼的防护服生产线上，
工人身着防护服、戴口罩、眼罩严加防护，白
色防护服背后还印着蓝色“众志成城，抗击疫
情”的字样。偌大的车间虽然只有十几人，但
生产紧张有序。

“现在车间只有一条转产的普通民用防护
服生产线，28 名员工投入生产。”云顶服饰行
政中心主任焦辉介绍，春节驻厂员工有 14人，
接到紧急生产任务后，又从新乡、洛阳等地召
回 14 人，防护服生产的中间缝制环节采取外
包形式。

在裁剪区，两人操控一台进口裁剪机器，
根据电脑输入数据，机器裁刀不停转动，自动
在原料布上裁剪成防护服。这些裁剪过的布
料将被送到外包的缝制环节，缝制后再返厂按
型号包装。

在包装车间，有 4 名工人正在紧张地作
业 。 工 人 也 是 全 副 武 装 ，一 排 3 人 彼 此 隔
开，后面一排一人作业。这里是成品出厂
的最后环节，工人将成品防护服按型号包
装入袋、打包，即可装箱出厂。记者看到，
每件防护服上都贴有印着“众志成城，共抗
疫情”字样。

“现在，我们生产的主要是普通民用防护
服，可供执勤交警、社区人员防护，首批生产的
3000套，将捐赠给市政府用于防疫一线。自 2
月 10日正式生产以来，已经将赶制的 1680套
发出，由政府统一调配。”焦辉介绍。

疫情如军令闻令而动

云顶服饰是目前我市唯一
一家生产普通民用防护服的企
业。特殊时期，紧急转产防护服
创下多个空白：采取边申请边生
产边检验；注册新公司，中原区
市场监管局当天受理、当天审
核，当天发证，企业当天投入批
量生产。

疫情即战时，防护服告急，
加紧生产保障一线刻不容缓。
云顶服饰也克服了重重困难，尽
快投产。“2 月 4 日晚上 8 时我们
接到公司生产防护服的通知，立
即组织留厂人员开通水电气供
应，人手不够厨师、保安都用上
了。”焦辉介绍，在 2 月 5 日凌晨

4 点，4 批次 3 种面料的 17 件防
护服样品，送到我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供选择确定款式。

提起复工的前前后后，焦辉
说有很多令人感动的事。14名春
节驻厂工人接到通知，不讲条件，
克服家庭困难，立即投入到生产
准备。“关键时刻大家回不来，我
们必须上。”工龄 12 年的老员工
刘喜荣说，“没想到俺这小人物，
也能为国家做大贡献。”焦辉说，
大家能说出这样的话，让他非常
感动，他也能感觉到疫情当头，员
工展现了很高的素质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

改造生产线、调整设备、寻找

面辅料，协调印花资源，面对一系
列紧急事件，云顶服饰采取非常
规方法处理，分秒必争。“在供应
链上我们特别感谢原料布供应商
张金谦，当时他回杭州了，我们电
话联系他时，因疫情他回不来，让
我们直接把他仓库的锁砸掉，把
原料布拉走。”焦辉介绍，也正是
这 批 43000 米 的 布 料 可 保 障
10000件防护服的生产。

“目前公司已经接到近 5 万
件的订单，我们以保障政府抗击
疫情一线使用为前提，不计报酬、
不讲条件，加班加点赶生产，这两
天连职工吃饭都是送到车间。”焦
辉说。

抗击疫情关键时期，一线人
员防护服告急！郑州云顶服饰有
限公司生产线被市工信局应急征
用，利用现有生产线转产防护服，
保障我市高速执勤人员和小区执
勤人员的防护需要。边防疫、边
复工，生产防疫两不误。2月13
日上午，记者走进郑州纺织服装
产业园云顶服饰厂区采访该企业
复工情况。

工人正在加紧生产民用防护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