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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民生供应 稳定市场运转

本报讯（记者刘力果）2月 13日，我

市召开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

场新闻发布会，市市场监管局通报了市

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开展情

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部署。

截至目前，我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43062 人次，巡查检查各类企业 54077
家，约谈 209家，提醒告诫 6867家，责令

整改 236家，立案 97起，处罚 27起，罚没

款 96.81万元，责令关停 106家，移交司

法机关 7起。

“四书”督促，夯实企业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通过“四书”督促，有效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为从源头上做好市场监管

疫情防控工作奠定基础；严查严办哄抬

物价等市场违法行为。在中心城区开展

查证照、查质量、查购进渠道、查价格、查

广告“五查”行动，以疫情防控用品的市

场价格监管为重点，加强行刑衔接，严打

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

作用，维护市场秩序；严查严管，维护生

活必需品和防控用品价格稳定。对口

罩、消毒液等 5种防控用品和米面油等

11种生活用品开展价格监测，密切关注

市场价格动态。对串通涨价、哄抬价格、

不明码标价、销售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

行为重拳打击，保持高压态势。

突出重点，保障产品质量和特种设

备安全。食品安全方面，严格执行省市场

监管局要求，对农贸市场、花鸟市场、宠物

市场等全面排查，关闭持证野生动物经营

店 1家，封控隔离饲养繁育场所 109个。

加强网络交易监管，对南阳香菜网等第三

方平台实施行政约谈，对网络监测发现的

6家网店共 242条涉嫌违规销售野生动物

线索，实行全部下架和屏蔽。加强米、面、

油、肉、蛋、奶、蔬菜等食品的监督抽检，至

目前，已抽检 2540批次，合格率 98.8%，不

合格 31批次产品正在按规定程序核查处

置。药品和医疗器械方面，对全市已复工

4家药品生产企业进行全过程巡查，检查

各类药品经营企业 1718家次，约谈 317
家，责令改正 11家。检查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 3238家次，责令改正 14家，警告 5
家，查办涉及医用口罩质量违法案件 5
起。特种设备方面，重点加强对防疫定点

医院和保障城市运行必需的特种设备运

行保障，确保全市机场、车站、高铁站、防

控定点医院的 344台电梯、3台锅炉、83台
压力容器安全稳定运行。

群防群控，加大市场领域社会面管

控力度。加强宣传引导，普及疫情防

控、价格、药械等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坚持“12315”投诉

举报中心 24小时“不打烊”，及时受理群

众投诉举报，回应群众关切。

优化服务，实现群众防疫期间办事

“一次也不跑”。全面推行网上办理服

务、掌上办理服务、邮寄办理服务、预约

办理服务的“四办”服务，实施登录网上

平台、手机 APP办理等“非接触方式”咨

询办理，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市场主体登

记注册、各类备案许可及特种设备注册

登记等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处

于关键阶段，随着春运返程高峰和企业复

工、学校复学、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返岗等因

素相互叠加，人民群众对生活用品、防疫用

品的需求量将会明显增加，市场监管部门

将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

的措施，织牢织密市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

网，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②5

我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织牢织密市场监管领域疫情防控网

本报讯 （记者徐 蕾）市招商和会

展服务中心近日下发文件，组织全市招

商系统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赵楠同志先

进事迹。

2月 10日和 13日，本报先后以《42
岁，他倒在抗“疫”一线》《他的身后，是一

串熠熠闪光的足迹》为题，报道了累倒在

抗疫一线的南阳市招商和会展服务中心

党委委员、副主任赵楠的感人事迹，报道

刊发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

赵楠同志从事招商引资工作 4年多

来，参与制订每年的全市招商引资行动

计划，明确了全市招商引资的目标任务

和产业重点；参与建设全省领先的招商

引资信息服务平台，使全市各县区在一

个公开透明的平台上同场竞技、公平竞

争；参与策划了省内外企业家南阳行、

光大集团赴南阳考察等重要活动，一系

列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相继开工、结出硕

果；参与推进驻地招商，为促进全市招

商引资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拟定

全市承接社会资本服务招商项目工作

机制、全市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暂行办

法等一系列招商机制，使南阳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面对突发疫情，赵楠同志深入一

线，身先士卒，义无反顾地冲在疫情防

控最险最忙最累的地方。他不顾连续

作战的疲累，以拼命三郎的精神积极参

与防疫宣传、卡点值班、社区调研等工

作，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奋战在防疫一

线，直至牺牲。

赵楠同志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优秀

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责任担当和不懈

追求，以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面对艰难

危险时刻的政治本色，树立了新时代好

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模范形象。市

招商和会展服务中心号召全市招商系

统党员干部以赵楠为榜样，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不畏艰难、勇于担当，恪尽职

责、克己奉公，扎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为高质量建

设大城市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②5

全市招商系统学习赵楠先进事迹

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使命

2月 13日，市妇联携手市学前教育学会，先后到市第一人

民医院和市中心医院，为抗击疫情一线医务人员捐赠价值 6.8
万元的面条、牛奶等食品 ②5 本报记者 范 冰 摄

本报讯 （全媒体记

者李卫红 通讯员许永

辉 林继东)2月 13日，副

市长黄钫深入方城县调

研督导疫情防控及企业

复工复产工作。

黄钫详细了解河南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河南

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方城县山水砂石有限公

司当前复工复产及疫情

防控工作情况。黄钫指

出，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十分严峻，要继续高

度重视，做到思想不放

松，工作力度不减，在全

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落实好“三有一可”工作

制度，要采取行之有效的

工作措施，最大化保障重

点企业及时复工复产，保

障民生物资供应，稳定市

场平稳有序运转。各级

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

要率先垂范，发挥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为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贡献力

量。②5

河南想念食品有限

公 司 近 日 组 织 工 人 复

工，满负荷生产，全力保

障市场食品供应 ②5

本报记者 陈琰炜

通讯员 胡守兴 摄

本报讯 （记者王 冰 特约记者王

松林 张 空）日前，卧龙区组织辖区

的 31家物业企业的 82名党员成立了物

业企业临时联合党支部，分布在物业

企业的从业党员从此找到了党组织，

更加坚定了战胜疫情的决心。

面对疫情，卧龙区充分发挥各个

小区物业的优势，多举措开展基层物

业防控组织动员和服务工作，织密筑

牢城市疫情防控最后“一米”，确保

小区居民的安全健康。临时联合党支

部成立后，紧紧围绕物业企业的职责

定位，把握工作重点，主动担当作

为，坚持把党建引领贯穿到居民小区

防疫工作的全过程，真正把党的政

治、组织、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

疫情防控优势，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期间各项工作措施，众志成城、共克

时艰 ,积极主动配合所在街道开展疫

情防控入户调查、排查、登记等工

作。②5

卧龙区成立物业企业临时联合党支部

强化党建引领 筑牢社区防线

特约记者 石雪帆 杨振辉

“大家抓紧时间，争取 6点前把饭菜

送到各个卡点。”2月 11日下午，侯鹏飞

一边煮着羊肉汤，一边吆喝着。侯鹏飞

是淅川县九重镇某饭店老板，最近七

天，他每天都要往镇上各防控卡点送去

热气腾腾的饭菜。

淅川县地处豫鄂陕三省交界，与湖

北省的交界线就达 100余公里，日常交

流频繁。面对严峻形势，全县一万余名

党员干部积极发扬先锋模范作用，下沉

一线，风餐露宿，24小时值守，构筑起抗

击疫情的铜墙铁壁。党员干部的担当

奉献，温暖了社会各界。不少爱心企

业、爱心人士纷纷捐款捐物，用自己的

方式支援疫情防控工作。

2月 7日上午，一辆装满 250公斤新

鲜鸡蛋的面包车停在了上集镇卫生院门

口。这批鸡蛋是上集镇北岗村普通党员

安芙兰捐赠给前线医护人员的。“医护人

员冲锋在疫情最前沿，作为一名党员，这

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看着鸡蛋顺利送到

医护人员手中，安芙兰高兴地笑了。同

样在上集镇，山根村驻村第一书记靳丹

淅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自筹 120个口

罩发给村巡逻人员佩戴；在香花镇何家

沟村，第一书记李冬果自费租赁无人机、

购买消毒药品，对该村新型社区和镇政

府大院进行消毒；淅川县交通运输系统

党 员 干 部 为 疫 情 防 控 捐 款 33000 多

元……责任在肩，红心向党。连日来，该

县共有数千名党员干部在投入防控一线

工作的同时，踊跃捐款捐物，用实际行动

彰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员干部的爱心举动，也感染着广

大群众。2月 8日上午，在淅川县红十

字会，爱心人士王静霞组织亲朋好友捐

款 13900元，定向用于商圣街道社区疫

情防控。“社区干部为我们守护家园，我

们要为他们尽一份绵薄之力。”王静霞

激动地说。在与湖北省相邻的滔河乡

大山村，备受感动的武汉返乡村民金有

红，不仅积极配合隔离，还主动向村里

捐款 3000元用于疫情防控，在他的带动

下，村民们纷纷捐款捐物；上集镇石灰

窑疫情防控检测点，毗邻河岸，极端寒

冷，附近群众主动拉来柴火，让值班人

员烤火取暖；“新时代好少年”、淅川县

一 高 学 生 张 晓 茹 捐 出 1000 元 零 花

钱……疫情无情人有情，该县的普通群

众通过不同方式，将爱心送到防疫一

线，助力疫情防控。

抗击疫情，企业也是生力军。2月 5

日，淅川县众泰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邓

绍武驾着车运送了 1000公斤酒精、500
公斤 84消毒液等总价值 3.2万元的防疫

物资，来到龙城街道办事处。“作为民营

企业，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邓绍武

说。淅减公司捐赠 50万元，县农村商业

银行捐赠 30万元，牧原公司捐赠口罩 2
万个、防护服 1440套，京津源水产品养

殖公司向马蹬镇各卡点捐赠棉被、水壶、

方便面等需要的生活用品。在淅川县，

共有 20余家企业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

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截至 2 月 11
日，淅川县红十字会共收到社会各界爱

心捐款 165万元，口罩 8.9万个、医疗防

护服 4000余套、消毒液 1万公斤、酒精

5000公斤。另有价值数十万元的米面

菜等生活物资由群众直接捐赠到全县

各个防控检查点。②5

淅川党员干部群众纷纷捐款捐物——

抗 击 疫 情 与 爱 同 行

2020 年 2 月 12 日 0-24
时，河南省新增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 34 例，新

增出院病例 27 例，新增死

亡病例 2 例。新增确诊病

例中，信阳市 9 例（含固始

县 1 例）、南阳市 7 例、驻马

店市 6例、郑州市 4例、周口

市 2 例（含鹿邑县 1 例）、洛

阳市 1例、平顶山市 1例、安

阳市 1例、新乡市 1例、焦作

市 1例、商丘市 1例。

截 至 2 月 12 日 24 时 ，

全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病例 1169 例，

现有重症病例 58 例，现有

危重病例 34 例，累计死亡

病例 10 例，累计治愈病例

258 例 。 其 中 ：确 诊 病 例

中，信阳市 240 例（含固始

县 30例）、南阳市 145例（含

邓州市 17 例）、郑州市 141
例（含巩义市 9例）、驻马店

市 134例（含新蔡县 10例）、

商丘市 87 例（含永城市 14
例）、周口市 68 例（含鹿邑

县 7例）、平顶山市 56例（含

汝州市 1 例）、新乡市 54 例

（含长垣市 12 例）、安阳市

50例（含滑县 2例）、许昌市

34例、漯河市 33例、洛阳市

30例、焦作市 29例、开封市

25例（含兰考县 5例）、鹤壁

市 19 例、濮阳市 13 例、三

门峡市 7 例、济源示范区

4例。

目前累计追踪到密切

接触者 29625 人，2 月 12 日

已解除观察 5074 人，诊断

为疑似 56 人，共有 9860 人

正在接受医学观察。②5
（来源：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

截至2月12日24时河南省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疫 情 发 布

本报讯 （全媒体记

者方 旭）2月 13日，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庞震凤

来到官庄工区，对振兴特

种油品有限公司等企业

复工情况进行调研。

在详细了解振兴特

种油品有限公司工人返

厂情况、预开工疫情防控

措施、防控物资准备情况

后，庞震凤指出，目前疫情

防控工作形势依然严峻，

各企业应立足自身情况，

实事求是，按照“三有一

可”方案，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积极筹措生产物资

和疫情防控物资，制定科

学、详细的复工方案，确保

“万无一失”。要抓好生产

车间等厂区的防疫工作，

严格人员防护，建立严格、

有效的人员培训和防控

举措，立足长远疫情防

控。要加强复工企业日

常动态管理，严格事前审

核、事中监管、事后检查，

保证企业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双落实。②5

严格防疫措施 解决企业需求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扈书峰 特约记者王丙双）

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全市中

小学切实推进“停课不停

教、不停学”工作。市教育

局在稳步推进各项工作的

同时，就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和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

全市各县区各学校正

按照“一县一案”“一校一

策”的要求积极推进网上教

学工作，确保切实收到实

效。市教育局要求网上教

学既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

又 要 确 保 教 学 效 果 最 大

化。要求局直各单位认清

形势，提高站位，自我加压

增责，做好重点工作，坚定

必胜信心，确保所有学生及

教师从现在起，不发生一例

新增确诊病例。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市教育

局还对今年高考工作进行部

署，加强对高三年级网上教

学质量的指导，确保网上教

学不流于形式，切实保证教

学质量，确保高考质量在去

年基础上有大幅提升。②5

市教育局

做好疫情防控 提升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