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tL

肺炎茂情防控指挥部文件

豫疫情防指〔2020〕13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复王复产王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机构， 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着力解决当前复工复产工作中的突出制约问

题，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推进健康申报证明制度落实和跨省互认。 按照我省统一

划分的县域疫情风险等级， I 、 E 类县（市、 区）跨县返岗人

员需办理健康申报证明， 盟类县（市、 区）人员无需办理。 加

快扩大健康证明省际互认范围， 与更多省份实现互认互通。 对省



内皿类县（市、 区）人员， I 、 H 类县（市、 区）持有健康申

报证明人员， 外省除湖北外持有当地健康证明的返豫人员， 除有

发热、 咳嗽等症状外， 各地一律不得要求居家或集中隔离， 不得

擅自增加限制区域和限制措施， 保证人员正常出入小区、 租住宾

馆、 返岗复工。

二、 全面清理企业复工复产前置条件。 推动
“

事前审批
”

转向
“

事中事后监管
”

， 具备复工复产条件的企业和项目单位，

在严格落实我省《企业复工复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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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 各部门一律不得设置审批、 核准、 备案等前置条件， 已经

设置的予以取消， 确保应复尽复。

二、 全力扩大口罩生产供应。 强化省市县联动， 建立现有企

业改造、 关联企业转产、 大型企业新建、 配套企业扩能
“

四张清

单
”

， 在落实国家支持政策基础上， 省市要综合运用设备购置奖

励、 财政、 金融等政策， 对口罩重点生产企业倾斜支持。 推动长

垣、 平顶山、 信阳等地现有 口 罩企业挖掘潜力， 支持郑州、 南阳、

周口等地纺织服装、 卫生用品企业改造转产， 鼓励用工量大、 实

力较强的企业新建一批生产线， 引导熔喷布、 无纺布、 口 罩机等

上下游企业扩能升级， 快速扩大口罩产量， 增强全产业链保障能

力。 在完成国家调拨任务前提下， 优先保障信阳、 南阳等重点地

区和重点岗位口罩需求， 逐步扩大政府收储和市场投放， 支持企

业拓展筹措渠道， 对进口防疫医疗物资实行快速通关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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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快重点项目开复工进度。 开展项目
“

促复工开工
”

活动， 完善重大项目领导分包制度， 建立重点项目复工开工情况

台账， 对未复工开工项目
“

一 项一 案
”

跟踪服务， 推动计划新

开工项目及早开工， 促进在建项目掀起建设热潮， 合理加快投资

进度。 落实
“

要素跟着项目走
”

机制， 及时协调解决员工返岗、

原材料运输、 土地、 环保、 用能、 资金等问题， 对政府投资类重

点项目， 结合实际加快工程款拨付进度。

五、 推动重点产业链协同复工。 以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为单

位， 梳理重点产业链图谱和关联配套企业清单， 建立市县政府主

要领导牵头的
“

链长制
”

， 加快打通关键
“

堵点
”

， 推动龙头骨

干企业率先复工复产，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复工， 相关情况及

时报送省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专班。 紧盯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变动趋势， 聚焦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 汽车零部件、 生物医药等

重点领域， 加强精准招商对接，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支持省内

有订单的重点外贸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尽可能降低疫情对进出口

贸易的影响， 防止我省产业链外迁风险。

六、 强化政策对接落实。 加大企业纤困解难支持力度， 全面

落实国家鼓励吸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 鼓励金融机构对中

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并新增优惠利率贷款、 加大个体工商

户扶持等一揽子政策措施。 加快落实普降5%工商业用户用电费

用、 提前执行天然气淡季气价、 降低工商企业水价政策。 加强对

我省已出台的财税、 金融、 社保、 用能等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问



效， 依托我省服务企业复工复产信息系统， 及时收集企业复工复

产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研究完善后续帮扶政策， 让政策跑在

受困企业的前面。

各地、 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要求上来， 切实把复工

复产工作抓实、 抓细、 抓落地， 坚决杜绝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要加强督导激励， 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要扛牢属地责任， 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出台的政策

规定， 纠正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的行为， 切实破除政策落实 “ 中

梗阻 ” 和政策执行 “ 最后一公里 ” 问题。 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属

事责任， 指导企业履行好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确保各

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河南省酶盒墅冠疯病毒辈革坠的肺炎

疫 哺笃勘归盘、辛苦，挥 部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0年2月2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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