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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就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公安工作
会议精神进行再部署

履行好维护安全稳定主体主责主业
坚决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先锋

河北推动城市综合管理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联 网

将实现城管信息国家、省、市、县四级共享

邯郸恒永从工业防护用品拓展到医用物资生产领域

靠技术撒手锏抓住“口罩机遇”
——化危为机的河北企业样本解析③

我省冬奥赛会志愿者人才储备逾3万

河北日报讯（记者马彦铭）近日，省市场监管
局印发通知，提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办
案效率，深入推进一流营商环境体系建设，在全省
建立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快速反应机制。

通知提出，缩短办案周期，着力破解专利侵权
纠纷案件“周期长”问题，推广利用调解方式快速
处理简易案件，及时快速化解纠纷。重大复杂专利
侵权纠纷行政案件办理周期不超过三个半月。对因
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止的案件，国家知识产权
局作出无效宣告后，应当及时恢复对案件的处理。

通知明确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四种受理渠
道。发生专利侵权纠纷后，当事人直接请求市场
监管部门处理。通过全省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
12315及向社会公布的互联网、邮寄地址、窗口等
投诉举报渠道接收。上级交办。外地移送。

执法人员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时，要充
分发挥调解作为快速处理纠纷有效手段的作用，
将调解贯穿于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全过程。处理专
利侵权纠纷案件时，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查明事实、分
清是非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谅解，达成
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
定，不得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加强重点领域执法。对电商平台、展会、产业
聚集区、专业市场、进出口等关键领域和环节构建
行政执法、仲裁、调解等快速处理渠道。推动电商
平台有效运用专利权评价报告快速处置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投诉，快速解决纠纷。

加强知识产权侵权鉴定能力建设，推进国家知
识产权局在石家庄市开展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
验鉴定试点工作，探索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
工作体系，制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工作
规范，建设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检验鉴定工作队伍。

积极推进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创新
工作方式，推行立案登记制，简化立案手续。建立案件送达信息网上公
告制度，方便案件送达。推行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书面审理机制，为当事
人节约时间。建立行政裁决与专利确权程序联动机制，提高办案效
率。充分发挥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
简便的优势，促进专利侵权纠纷的快速解决，保护创新的积极性。

河北日报讯（记者宋平）从省
住建厅获悉，为提高城市精细化
管理服务水平，增强城市管理统
筹协调能力，我省推动城市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联网。

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是运
用现代信息技术，集成城市管理
相关基础数据、日常运行数据、相
关行业数据等资源，实现国家、
省、市、县联网互通、信息共享、数
据交换和业务协同，对城市管理
工作进行统筹协调、指挥调度、监
督考核和综合评价的信息平台。

根据有关工作方案，2020 年
实现 11 个设区市与国家、省城市
管理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
享。2021年，实现国家、省、市（含

定州、辛集市）及雄安新区城市管
理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
同步实现市、县平台纵向联通、横
向整合、信息互用。

各地将做好顶层设计，统筹
考虑既有数字城管（智慧城管）平
台，综合利用现有城市管理信息
化基础设施，科学编制市、县城市
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联网改造
方案。着力构建“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工作
体系，尽早筹建隶属于城市政府
的城市综合管理服务监督指挥中
心，尽快建立城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牵头的城市管理协调机制，形
成市县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大城
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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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记者 米彦泽

产品从单一工业防护用品，拓展
到医用物资生产领域；市场从以国外
为主，扩大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
邯郸恒永防护洁净用品有限公司的发
展拐点。在战疫中，这家外贸企业进
行了全新的产品布局，开拓出全新的
市场空间。

国内口罩短缺怎么办？
果断转战国内市场救急

4月20日，换上防护服，戴上鞋套、
防护帽，洗手消毒，风淋室除尘，恒永
总经理杨竹强带记者来到十万级洁净
车间。

“嗒、嗒、嗒……”车间内，机器声
响个不停。成卷的熔喷布、无纺布自
动切割成口罩的外形，加上鼻梁条叠
压，焊接耳带，再经过消毒包装等多道
工序后，一只只医用外科口罩便生产
出来了。

而在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废弃
已久、无人问津的旧车间，恒永还只是
一家以生产出口工业防护用品为主的
外贸企业。转产医用防护物资，还得
从春节前说起。

1 月 23 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武汉
封城首日。当晚，杨竹强躺在床上辗
转反侧、难以入眠，白天一组画面在她
脑海中反复闪现——上门咨询购买口
罩的当地群众络绎不绝，那是一张张
焦急并期待的脸庞。

一些医院不断传来医用口罩告急
的信息，各大药店也贴出“口罩售罄”
的告示，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号：国内
防护物资告急！

对市场具有敏锐嗅觉的杨竹强再
也躺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在公司微
信群里发出通知：大年初一复工，5 倍
工资，生产国内需要的防护用品！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转产医用防护物资，必须持有国

内医疗器械生产资质。可是，恒永的
生产资质早已过期，十万级洁净车间
也已荒废六七年。

“别急，我们手把手指导！”市场监
管部门专班人员指导企业申报材料、
改造车间、检验检测等；工信部门协调
银行贷款 2500 万元；人社部门帮助企
业招聘员工200余人。

生产线到位，员工培训完成，样品
检测合格……眼看着生产资质就要到
手了，洁净车间改造却没过关——尘
埃粒子超标！

这给了赶工期的杨竹强当头一
棒。清洁管道进出风口，调整空调系
统压差，检测臭氧消毒灭菌……杨竹
强带领团队反复整改检查，元宵节从
晚上干到次日天亮。

风雨过后见彩虹。2 月 9 日，恒永
取得今年我省首个口罩、防护服医疗器
械生产许可资质，被定为国家“紧急医
用物资防护服第一批定点生产企业”。

增设备、扩产能，复工后二十余
天，恒永产能扩大十余倍。截至3月中
旬，该公司共生产各类口罩 878.7 万
只，医用防护服 8.48万套。其中，驰援

武汉医用防护服 8.1 万套，完成省、邯
郸市调拨平面口罩 268.8 万只、KN95
口罩 237.8 万只、儿童口罩 58.9 万只、
医用口罩5万只。

国内疫情趋于稳定，防护用品需
求减少，但海外疫情全面暴发，恒永在
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迅速调整生产
方向，转战海外市场——

3 月 15 日，4 月订单已满；3 月 31
日，6 月订单已满；4 月 10 日，7 月订单
已满……仅 5至 7月，恒永外贸订单已
达 3000 万美元，接近去年全年的销售
收入。

用技术的“撒手锏”，牢
牢把握市场的主动权

一布难求！
疫情暴发后，被称为口罩“心脏”

的熔喷布需求井喷、货源紧张，不少口
罩生产企业吃了上顿没下顿。

而在恒永，日产口罩从 10 万只扩
大到100万只，却从未有“机器等布”的
烦恼，因为他们自己就能生产熔喷布。

之前，开动一条熔喷布生产线，就

可满足口罩生产需求。疫情暴发后，
在上马口罩生产线的同时，熔喷布车
间也忙着改造设备、采购生产线，为口
罩扩大产能保驾护航。

一只小小的口罩，里面的“门道”
还真不少。

恒永办公室主任王从亮拿出两只
出口欧洲的高端口罩，一只新款，一只
旧 款 。 外 观 相 似 ，过 滤 效 果 均 为
99.97%，价格上新款却高出不少。这
是为何？

秘密就藏在熔喷布上。新款口罩
使用的新型高效低阻熔喷过滤材料，
系市场上最为高端的熔喷布，是恒永
研发团队历时两年的研究成果。

记者拿在手里掂量，新款较老款
轻薄，用料节省三分之一；佩戴上比
较，新款更为透气舒适，阻力更低。不
久前，恒永已向国家递交包括这项专
利在内的3项发明专利申请。

用技术的“撒手锏”，牢牢把握市
场的主动权。恒永每年从销售利润中
拿出10%，用于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
目前已获得19项专利、1项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1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
项自主创新产品和1项科技成果。

有核心技术，有过硬质量，恒永的
口罩、医用防护服持续热销。凭借欧
洲 CE认证、澳洲 AS认证等，产品出口
到世界60余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国
内产品，还是出口订单，抽检合格率均
为100%。

身处口罩“牛”市，杨竹强却有了
强烈的危机感，一次又一次辗转难
眠。疫情过后，大潮退去，防护用品行
业必定经历大浪淘沙，恒永又该何去
何从？

“与其追随市场，不如引领市场。”
如今，面对纷至沓来的新订单，恒永不
再来者不拒，而是开始选择性接单，他
们要将更多精力放在新产品研发上。

聚焦供给侧，满足新需求。恒永
正全力研发全面罩、半面罩防毒面具
等多次使用的高端新产品，进一步塑
造品牌形象，抢占口罩中高端市场。

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日前
从团省委获悉，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志愿者业务领域筹办工作
启动以来，我省加强志愿者人才储
备，有序推进报名工作，截至目前已
建立了由3万余名高校学生组成的冬
奥赛会志愿者储备培养人才库。

据了解，在去年 12月 5日北京冬
奥组委面向全球启动赛会志愿者招

募工作之前，团省委就启动了青年志
愿者人才摸底与储备工作，指导省内
高校研究制定赛会志愿者人才培养
储备方案。同时，指导张家口团市委
进行“迎冬奥”城市志愿者储备培养，
面向张家口市各县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和广大市民组织招募青年教
师、市民“迎冬奥”城市志愿者，推进
学生“迎冬奥”城市志愿者招募工作，

截至去年12月底，该市“迎冬奥”城市
志愿者人才储备达到8800多名。

为加强储备人才培训培养，团省
委成立了由7位国内志愿者领域优秀
专家组成的河北省“迎冬奥”志愿者
工作专家顾问团，组建了由45名高校
青年教师组成的“迎冬奥”志愿服务
讲师团，举办了河北省“迎冬奥”骨干
志愿者训练营活动。指导张家口团

市委举办冬奥志愿服务工作骨干交
流营、服务北京世园会志愿者培训班
以及相关专题讲座，积极推动“冬奥
英语知识”“城市志愿者通用知识”2
门课程列入“迎冬奥”城市志愿者在
校学习课程，指导河北医科大学团委
启动医疗类赛会志愿者储备培养工
作，不断提升整体志愿服务能力。

下一步，团省委将继续加强冬奥
赛会志愿者储备培养人才库建设，加
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协助做好
测试赛筹办、志愿者招募选拔、推广
普及冰雪运动等工作，推进冬奥筹办
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河北日报讯（记者王伟宏 通讯
员郭娜）从石家庄海关获悉，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办以来，石家庄海
关主动跟进筹办进度，积极做好对
接服务，截至今年一季度，共办理索
道传动皮带轮、索道钢结构等冰雪
货物进口报关单 51 票，货值约 3300
万元。

石家庄海关将支持河北冰雪产
业 发 展 列 入 重 点 工 作 计 划 。 2019
年，该关主动走访河北重点冰雪企
业，及时跟进有关冰雪工程和项目，
了解企业发展计划及在通关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向冰雪企业推送海关服
务冬奥会筹办促进冰雪产业发展的

相关政策和便利化措施，引导企业用
足用好国家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并建
立冰雪货物快速通关绿色通道，对于
进口过程中口岸放行后、出口过程中
装货前需属地检验检疫的货物，做到
随到随检。

石家庄海关进出口食品安全处
处长高文华介绍，为保证进口食品
安全检测项目全覆盖，确保进口食

品安全监管工作无漏洞，他们主动
了解冬奥会餐饮服务领域工作进
展，全面实施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进
口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在扩充检测
领域的基础上，着手研究近 100 项食
源性兴奋剂高通量快速检测技术和
方法。

石家庄海关还与北京海关签署
了《支持“科技冬奥”重点专项科技合

作备忘录》，共同承担冬奥会口岸快
速通关智能监管技术及装备项目研
发，提高冬奥会相关口岸现场作业的
科学化、智能化、规范化水平；举办 3
次暂时进出境、奥运进境食品安全
管理等业务培训，开展冬奥会进出
口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做好
一线监管人员储备，全面提高监管
执法水平。

石家庄海关

建立冰雪货物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4月20日，在邯郸恒永十万级洁净车间，工人们在抓紧生产医用口罩。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 洋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尹翠莉）
5 月 9 日，省公安厅召开会议，就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公安工作会议
精神进行再部署。副省长、省公
安厅厅长刘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一年来，全省公安
机关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公安
部、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始终
把当好首都政治“护城河”作为中
心任务、核心业务，忠诚使命，勇
于担当，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战疫情，下大力推进
队伍正规化、数据实战化、执法规
范化、基础标准化建设，全力打造
更高水平平安河北，不断提升警
务效能和实战水平，全面开启新
时代河北公安工作新征程。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公安机

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
全省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履行好维护安全稳
定主体主责主业，坚决当好首都
政治“护城河”先锋。要牢记公安
姓党，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
领导；要践行使命任务，筑牢拱卫
首都安全的钢铁长城；要加强改
革创新，推进全省公安工作现代
化；要夯实发展根基，提升基层
基础建设水平；要坚持公平正
义，推进法治公安建设，提升法
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要全面
从严管党治警，锻造让党中央放
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高素质过硬
公安队伍。

5月 10日，工人
在唐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一家制造企业
的生产车间工作。

近年来，唐山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
快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集聚区建设，形成了
以机器人、电子及智
能仪表、应急装备为
主导的高端装备产业
集群。据介绍，目前
该区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已达44家。
新华社发（董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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