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州市为企业开通“绿色通道”

“环保服务包”让企业吃下“定心丸”
本报讯（记者 王宜

迪 通讯员 郭涛）“疫情
期间，邓州市环保局能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办理环
评手续，为我们工程按时
推进提供了保障，真的是
太及时了! ”近日，牧原养
殖有限公司陶营分场扩
建项目负责人激动地说。
不仅牧原养殖有限公司
陶营分场扩建项目拿到
环评手续，还有牧原养殖
有限公司陶营镇高李分
场扩建项目也在 10 天内
拿到了环评手续。

据了解，针对疫情期
间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
该局按照相关政策，简化

环评手续办理流程和申
请资料， 提高服务效率，
建设单位在政务服务网
上进行申报，提交相关资
料，在该局受理后，对环
境影响报告表项目不进
行评估，直接进行受理和
拟审批同步公示。 同时，
对生猪养殖及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项目报告
书、报告表受理和拟审批
公示时间分别合并为 10
个、5 个工作日。

“特殊时期我们为企
业开通‘绿色通道’推出
‘环保服务包’，全面优化
疫情防控期间环评审批
服务，最大限度做到‘不

见面’办理，确保项目早
日开工。 ”该局相关负责
人说，环保局按照相关规
定针对疫情防控急需的
医疗卫生、 物资生产、研
究试验等建设项目，实施
环境影响评价应急保障
措施， 临时性建设使用、
改扩建或转产的项目，可
办理临时豁免环评手续，
允许先行开工建设、先行
投入运行、后补办手续。

青岛润聚祥机械设
备公司建设项目是一家
计划以生产医卫器材、无
纺布等为主的企业，在该
项目的建设前期，该局经
过考察优先为其办理临

时豁免环评手续，疫情结
束后， 根据规定要求，补
办相关手续，确保项目早
日建设落地实施。

截至目前，该局已为
4 家政府认定的疫情防控
建设项目开辟环评审批

“绿色通道”，办理了临时
豁免环评手续。

疫情防控期间， 针对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企
业， 该局严格要求企业履
行环保主体责任， 开展环
保设施自查， 认真研究解
决企业提出的现实需求和
实际困难，积极沟通协调，
及时回应关切， 全力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 ③3

餐位间隔一米以上 预约就餐 扫码支付

我市有序开放餐饮堂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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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景街道

走访慰问帮扶村
本报讯（记者 杨青 通讯员 张韶辉）3月

19 日，仲景街道相关负责人带领工作人员赶
赴社旗县兴隆镇赵岗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加强与赵岗村的交流与合作。

仲景街道一行来到赵岗村杏花服饰扶贫
车间进行实地考察， 对车间运作方式及疫情
防控措施进行详细了解。 该街道负责人告诉
赵岗村村干部，车间开工期间，要做好疫情防
护措施，保护好自身安全，才能更好实现发展
经济。 同时， 该街道向赵岗村捐赠帮扶资金
10 万元， 并为村里送去了 2000 只口罩、100
斤酒精、400 斤消毒液等物资, 解决了该村复
工复产对防疫物资的需求。 ③3

3月 26日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
3月 27日 南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月 25日， 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副总
经理王晓冬带队值班《行风热线》，市民关
注的主要问题是电费优惠、农网改造等。

行风关注
2月 22日， 国家电网公司出台坚决

贯彻阶段性降低用电成本政策 8 项举
措，2月 1日至 6月 30日期间，将为政策
惠及的电力客户减免电费。 南阳供电公
司全力贯彻上级决策部署， 将好政策作
为企业“开工红包”执行到位，支持企业尽
快复工复产。

2月 1日至 6月 30日， 我市除高耗

能行业外， 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电
价、 大工业电价的电力客户计收电费，按
应收电费的 95%结算（含政府性基金及
附加）。 无需客户申请，2月 1日零时起已
发生电费的优惠电费部分将在 3 月份交
纳电费时逐户核减，3至 6月份优惠电费
部分将在当月交纳电费时直接扣除。

同时，在疫情防控期间落实支持性两
部制电价政策，按照电力用户申请变压器
暂停、减容的实际天数，免收基本电费。执
行时间延续至 2020年 6月 30日。对 2月
1日以来确实没有生产的企业，暂停起始
日期可以追溯至 2月 1日。 2月 1日至 2
月 20 日期间， 表计电量不超过 2019 年
12月 1日至 12月 31日表计电量 5%的，
视为没有生产。

对因抗击疫情需要扩大产能的用电

企业，如选择按合同最大需量方式结算基
本电费，超过合同约定最大需量 105%的
部分按实收取，不加倍收取基本电费。

行风反馈
1.卧龙区群众反映：装太阳能补的电

费很早就通知我们签合同了，但是钱一直
没有补到位。

南阳供电公司回复： 经卧龙业务部
用电十三班工作人员核查， 该群众于
2018年 4月 1日并网， 上网电费及补贴
电费目前已结算到 2019 年 10 月份。
2019 年剩余月份结算手续目前已经完
成，经审核后即可发放。 恰逢春节并疫情
暴发原因尚未结算到最新月份，目前此项
工作正在加速办理中，关于结算进度情况
已与用户沟通解释，用户表示理解。

2. 桐柏网友反映： 家里的电路出问

题，电工是不管的，我们该找谁帮助我们
解决？

南阳供电公司回复：经了解，该网友
为大河镇大河铜矿一位 70 多岁的老太
太，家中无其他年纪轻的人员，目前解决
方法：第一，产权分界点在客户进户线电
源侧第一支撑物处（通常为电能表出线接
线柱或表箱内用户岀线开关）， 产权在分
界点后的属用户， 供电公司不负责处理；
第二，像这种情况，用户可找社会上有资
质的专业电工有偿处理；第三，若客户确
有特殊情况可致电供电公司服务电话
68265513， 我们会提供无偿延伸服务，该
用户表示理解和满意。 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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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百姓说话 为政府分忧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邹朝晖）3 月 24 日， 记者
从市商务局获悉， 全市所
有餐饮经营单位（含酒店、
餐馆、早餐店、夜宵店等）
在具备防控条件的基础上
和满足复工复产相关条件
的前提下， 向属地政府提
交疫情防控承诺书后，即
可自行复工复产， 其中包
括开放堂食服务。

据市商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根据商务部办公
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
厅印发的《餐饮企业在新
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经
营服务防控指南（暂行）》
等规范性文件，结合当前

我市实际，市商务局联合
市市场监管局、市卫健委
制定了《南阳市餐饮业开
展堂食服务指南》（以下
简称《服务指南》），作为
当前指导全市餐饮企业
经营行为规范。

《服务指南》指出，餐
饮经营单位要全面落实
企业主体责任，单位法人
代表为疫情防控工作第
一责任人，行业协会要加
强行业自律 ， 督导制定
《企业复工复产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方案》。 商务、市
场监管、卫健、城管等部
门要落实行业指导和监
管责任，指导餐饮单位合

规有序开放堂食服务。
同时，《服务指南》还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餐饮
经营单位复工复产作出
详细规定：加强从业人员
管理，建立返岗员工健康
台账，每日对从业人员进
行体温检测。 加强营业场
所管理，保持就餐环境空
气流通和就餐场所环境
整洁； 拉开桌椅间距，确
保餐位间隔在 1 米以上；
在就餐场所醒目位置对
疫情防控措施和用餐须
知进行书面公示，正确宣
传引导告知所有进店顾
客需要配合和注意的事
项。 加强顾客管理，顾客

进店时必须经体温测量
正常并出示健康码，餐饮
企业要安排专人进行测
温和消毒 ； 实行预约就
餐、错峰就餐，结账时提
倡扫码支付；餐饮企业要
建立顾客信息追溯制度。
加强采购加工管理，严格
落实进货查验及索证索
票制度；严格落实《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的各项要求；严禁采购和
制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加强餐厨垃圾管理，加强
外卖服务管理，不得超范
围经营，提倡使用“一次
性封签”， 落实防控主体
责任。 ③3

镇平县城管局

开展岗位大练兵
本报讯（记者 高超 通讯员 岳楷杰 张

泰源）日前，镇平县城管局开展“春季大练兵、
队列大比武”活动，该局综合执法六个大队和
女子城管中队队员参加。

活动中，综合执法大队一线人员现场解读
执法技巧、注意事项以及相关条款，队列训练
环节， 各执法大队的队员分别在各自教练员的
指挥下，进行了整理着装、队形、跨立、敬礼、停
止间转法、齐步走等动作，展示了良好的城管形
象。在场情景模拟环节，执法队员向大家展示了
安全措施落实、全过程记录规范、语言规范、法
律文书发放规范、扣押物品规范等关键点，确保
在处理过程中依法依规、有理有利有节。

据了解，镇平县城管局此次活动计划为期
一周，旨在进一步提高执法队员的综合素养和
整体凝聚力、战斗力，在全局掀起一股“比、学、
赶、帮、超”的学习和训练高潮，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增强城市管理执法实战能力奠定坚
实基础。 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