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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央
企业充分发挥排头兵和主力军作用，一手
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
安全有序开展生产经营，促进国民经济平
稳运行。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央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复工复产率已超过
80%。“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业复工率更
高，石油石化企业复工率达到96.8%，电
网、发电企业复工率达到83%；钢铁企业主
要子企业全面开工；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不
包括汽车）复工率达到88.1%。”国务院国
资委新闻发言人赵世堂说。

重大项目建设铺开

按照部署，连日来，处于国计民生重
要领域的央企巨头担当作为，大型重点工
程项目建设全面铺开，投资拉动的积极作
用持续显现。

在能源建设领域，2月8日，世界在建
第二大水电工程——三峡集团乌东德水
电站工程乌东德大坝主体工程2号、14号
坝段等又一批坝段成功浇筑到顶。截至
目前，已有5个坝段浇筑到顶，为今年7月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发电打下坚实
基础。

为保证白鹤滩水电机组制造的有序
推进，1月30日，东方电气集团率先在白
鹤滩工区机电口节后复工。现场制造团
队顶住压力，有力有序地开展工作，确保
疫情防控和精品生产两不误。

2月7日，国家电网推出加快复建助
推企业复工复产的12条措施，包括加快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抵边村寨等电
网项目建设，开工建设雄安相关电网工
程；积极推进在建重点工程建设，全面复
工青海至河南、雅中至江西±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张北柔性直流等一批重大项目
建设，全力带动上下游产业复工复产；加
大新投资项目开工力度，新开工陕北至武
汉±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山西垣曲
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工程。

在5G建设领域，中国移动采取有力
措施，努力克服疫情对5G建设发展带来
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加大投入力度，积极
推进5G网络建设，另一方面着力加强业
务研发，针对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
医疗、在线教育、网络娱乐等消费需求，
开发各类新型应用，带动5G手机终端销
售和业务应用普及，更好满足居民消费
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国铁塔积极与电
信企业沟通对接，了解移动网络特别是5G
网络建设计划，协同运营商工程建设节奏，
做好计划衔接、资源排查及建设方案准备，
紧抓重点建设任务，准确掌握设计、施工、
监理等人员组织和物资储备情况，保证人

力及物资供应，确保工程建设能力。

确保全球供应链稳定

中央企业是“走出去”的主力军，中央
企业境外单位分布在 185 个国家和地
区。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中央企业全力
维护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转，保障国际贸易
和产能合作平稳进行。

2月3日起，中国电子集团总部及所
属企业已逐步复工。其中彩虹集团所属5
家企业、中电熊猫所属3家企业、深科技
所属3家企业、华大半导体所属的上海积
塔半导体、中国系统所属的中电洲际春节
期间连续生产。作为金士顿、希捷、西部
数据等行业巨头的重要供应商，深科技员
工在春节期间持续奋战，持续生产，尽全
力保证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中国铁物各所属中老铁路项目部人
员按老中公司要求积极到岗，认真制定疫
情期间的物资供应组织方案和应对措施，
磨憨、琅勃拉邦、万象三个物资储备基地
合理调度人员设备。目前，从国内发往老
挝的第三批8000余吨钢轨已到达泰国，2
月7日开始转运发往老挝。

针对疫情可能对出口带来的影响，鞍
钢集团所属鞍钢国贸出台措施，全力应
对。一是全面梳理和评估在手订单，密切
关注港口、铁路等运营情况，做好仓储、报
关、装船等工作；二是积极与鞍钢各生产
厂沟通衔接，确保产品供应安全；三是及

时回应客户关心关切，共同研判后续市
场，制定具体工作方案。

做好复工基础保障

电力、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央企积极
为其他企业复工提供基础保障，主动做好
服务工作，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等三大电信运营商推出包括“云服务”在
内的服务新举措。为满足网上办公、远程
会议需求，中国电信“天翼云会议”免费开
放。截至2月 7日，“天翼云会议”已向
3000多个单位，50多万用户提供公益服
务，累计会议总时长达50万小时。

国家电网已决定对疫情防控物资生
产企业实施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三
零”服务，对确因流动资金紧张、交费有困
难的，疫情防控期间欠费不停电，全力服
务国计民生用电需求。

南方电网推出加强重要场所和区域
保供电、加快满足疫情防控新增用电需
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做好供电营业服
务、全力保障民生和企业用电等6项举
措。截至2月6日，梳理出区域内防疫重
点保供电用户3920户，全部供电正常。

在1月份完成生产计划和春节保供
工作的基础上，2月份国家能源集团继续
保持高位运行，加大运销协调力度、提高
周转效率、保障合同兑现，为各企业复工
复产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

国务院国资委最新数据显示

央企生产型子企业复工复产率超80%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内蒙古73处

煤矿复工复产

本报合肥2月12日电 记者文晶从
12日召开的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徽省煤矿企业自
2月 3日起陆续复工复产。截至2月 11
日，全省41处煤矿已复工复产36处，占全
省煤炭产能的94.5%，当日煤炭产量27.5
万吨，较2月4日增长67.7%，为煤电生产
企业陆续复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疫情防控期间运行情况看，安
徽能源消费低位运行，煤电油气供应较
为充裕。”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
能源局局长刘健介绍，随着企业陆续复
工，预计能源消费需求会逐步增长。安
徽电网企业已做好企业复工电力供需
监测和运行调度工作，确保随时开工、
随时用电。如遇特殊情况，将优先保障
疫情病患诊治定点医院、应对疫情所需
医疗设备和重点物资生产企业以及民
生用能。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安徽出台多项措施促进能源行业稳
定生产，涵盖建立能源供需台账、全力
保障有效供给、做好煤矿复工复产、确
保电力稳定供应、切实保障油气供应、
畅通能源调运通道、强化企业职工防
护、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落实能源保供
责任等方面。

安徽煤炭产能

已恢复94.5%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作为
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面临着不小的风
险挑战。一方面，生产经营受限，另一方面，
房租、用工成本等支出不断。尤其是小微企
业，抗风险能力弱，现金流不充裕，更易受到
疫情冲击。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已密集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回应关切，提振信心，也
解决了部分企业的燃眉之急。从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的总体目标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
地方政府在已有政策的基础上，仍大有可为。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呢？
首先，从政府职能的角度看，在中央和地

方关系中，地方政府应当对本地地域性事务
负责，通过对本地域的治理来维护本地社会
秩序的稳定。地方企业作为本地域经济的重
要支撑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帮助和
支持企业渡过难关，直接事关地方经济利益。

其次，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在支持企业
发展方面，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优势：对本地
域的企业更了解，对企业需求更为敏感，可以
更方便地精准施策，经济效率更高。

此外，笔者梳理发现，虽然各地已出台不
少政策措施，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尚有较大
的改进空间。一是省以下各级政府出台政策
相对较少。省内地市之间，存在一定的疫情
差异，各地市的经济结构、产业类型、企业规
模也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精准施策。二是已有优惠政策落地宣传
不够到位。以放宽小微企业贷款的信贷政策
为例，根据经济日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
微企业运行指数课题组对全国2240 家小微
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超过半数的
企业对该政策并不是很了解，其中，51.03%的
小微企业表示不太了解，2.20%的小微企业表
示完全不了解。三是部分地区的扶持政策并未明确责任落实主体，不
利于对接企业，可能造成政策落地难。四是对于小微企业的重要关切
点，各地政策仍有较大优化空间。比如，不少小微企业主反映，社保费
用等可能会成为压倒小微企业的秤砣。而各地出台的扶持政策中，多
数只是缓缴社保，仅有少数地区给予了社保返还等力度较大的政策。

小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经济重要支撑、解决民
生就业重要途径，支持其度过疫情困难期，意义重大。帮助小微企业共
克时艰，地方政府大有可为。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研究本地区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在
不折不扣贯彻上级政策部署的基础上，地方政府要加大对本地区的企
业调研，立足当地实际，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帮扶政策。政策制定与落实
切勿简单“一刀切”。

二是加大对已有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确保企业应享尽享。各级
政府应在政策宣传上下更大功夫，避免出现因政策宣传不到位而无法
落实的情况。及时收集更新已出台政策，借助多种传播途径，采取多种
宣传手段，高频次发布，使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及时知悉各项
扶持政策，真正做到政策优惠为企业所用。

三是明晰各项政策责任落实主体，制定实施细则。面对疫情大考，
各级地方政府应更加注重服务水平的提升，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
政府。好政策落到实处才是真的好，地方政府在出台制定政策时应尽
可能明晰责任落实主体，明晰实施细则，有效对接企业，有责可究，切勿
让政策流于形式。

四是在小微企业关切的租金社保等问题上，适当给予更大优惠。
这次大规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小微企业的冲击不言而喻。建议
各地方政府对承租国有经营性房产的小微企业减免租金之外，对承租
其他经营用房产的小微企业给予一定的租金补贴；在缓缴社保的政策
基础上，参考黑龙江“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坚持不
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6个月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应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50%”的做法，出台有力政策化解小微企业资金难题，以解
其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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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厦门市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复工复产，主要领导召集相关会议、
实地调研企业、出台相关措施，大量企业
正在按下“重启键”，实现了防控疫情与
复工复产两手抓、两不误。

厦门市2月5日发出通知，提出了信
贷规模不下降、融资成本降低、延期缴纳
税款、加大稳岗扶持、给予企业春节用工
奖补、给予企业招工补贴等15条政策，
从金融、税务、社保、就业等领域支持企
业渡过难关。

ABB厦门工业中心作为ABB集团
全球最大的输配电产品研发和生产基
地，在春节期间组织部分员工抓紧生产，
为贵州版的“小汤山”医院改扩建及上海
金山医院扩容、南京市第二医院等项目
提供相关产品。ABB电气事业部智慧电
力业务单元、亚洲大区（中国和印度）负
责人何晓晖表示，企业春节期间就对设
施卫生防疫、人员健康安全排查、应急预
案等制定细化方案，并制作了预防手
册。目前已有70%的员工返岗工作。

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

升，厦门市市长庄稼汉对部分企业进行
调研，要求压紧压实疫情防控责任，做细
做实复工复产准备工作，切实做到疫情
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

“时间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希望企
业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在确保疫情防控
得力的前提下，紧抓生产经营和项目建
设。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目标
要求，对企业返厦员工进行分类管理，强
化企业主体责任，不折不扣落实好每一
个环节的防控措施，确保公共生活起居
空间、个人防护、生产工作区域等防控措
施万无一失。”胡昌升说。

雅马哈发动机（厦门）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通过远程办公系统实现“灵活作
战”、高效运转，目前复工率已达85%。
位于厦门软件园三期的该公司是雅马哈
发动机集团在全球唯一的信息系统离岸
研发基地，在这里上班的主要为研发人
员，企业使用“云办公”、视频会议等方式
进行远程协作，布局新的业务板块。

雅马哈发动机（厦门）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总经理赵复军介绍，应对疫情，公司

日本总部积极动员各国同仁、国际客户
与中国公司一起尝试新的工作方式，尽
量把损失减到最低。同时，企业将积极
应对、“苦练内功”，开拓企业安全运营等
新的内容服务，加快筹建低成本自动化
研究院，为更多中国企业提供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

厦门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是
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在中国的
29个装瓶厂之一，主要生产、销售可口可
乐系列饮料，市场覆盖整个福建省。据
统计，厦门太古可口可乐已经有77%的
员工复工上岗。除了一线运作生产、物
流配送以及后勤支持等员工外，企业尽
量缩减了现场办公人员数量，通过远程
办公方式，让员工居家办公。

“我们企业运营有一定成本压力，恢
复还需要一些时间。市里出台的15条
措施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支持和信心。相
信通过企业、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我们
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厦门太古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公共事务及传播部经理
瞿莉说。

出台15条援企稳岗措施——

厦门企业正在按下“重启键”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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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呼和浩特2月12日电 记者陈
力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内蒙古强
化调度、狠抓落实，能源生产供应形势总体
平稳。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副局长张占军
12日表示，截至2月11日，全区累计复工
复产煤矿73处。2月底前可再复工26处，
预计3月下旬全部复工复产。2月11日当
天，全区生产煤炭176万吨，比2月1日增
长17%，接近上年同期的80%。全区销售
煤炭188万吨，比2月1日增加55万吨，有
力保障了全国疫情防控期间的煤炭供应。
与此同时，全区发、供电企业全部正常生
产，电力供应充裕。油气生产企业全部正
常生产，成品油库存保持正常水平。

煤炭行业用工基本可以得到保证。在
占全区煤炭生产70%的主产区鄂尔多斯，
28处煤矿春节期间没有停产，这部分煤矿
工人基本全员在岗。66处煤矿虽然暂时
停产，但职工基本都在矿区轮休。淮南矿
业、山东能源等部分区外国有企业在内蒙
古开发的煤矿，正在组织整建制生产队伍
尽快回岗复工。

张占军介绍说，内蒙古努力保障项目
建设，全面推动列入今年开工计划的80个
能源重大项目尽早开工，对62个续建项目
要督促业主抓紧复工。18个新建项目加
快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具备条件后及时
开工。

（上接第一版）
广东医疗系统驰援武汉的医

护人员中，不少是“90后”。“这支
队伍里有1996年出生的吴思敏，
穿上护士服、戴上燕尾帽，她已成
为一名坚强的抗疫战士。”张挪富
说，“我们就是普通的医疗战士，
但我们从事的是不平凡的事业，
要在平凡中成就不平凡。”

在平凡中成就不平凡，使北
京同仁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护理
组组长曾宪红成为患者“最亲的
人”。提起患者对她说的这句话，
曾宪红的眼睛闪着泪光，“我觉得
自己的工作更有意义了”。

1月 27日抵达武汉的北京
同仁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主要
参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其
中，护理组团队目前负责武汉协
和医院住院楼12层病区49名患
者的护理工作，大部分都是重症
和危重症患者。由于病房不允许
家属陪护，所有的医疗和生活护
理都由护理人员承担，护理工作
压力倍增。

曾宪红告诉记者，住院患者
普遍病情比较重，心理压力大，不
仅担心预后，也担心家里人健
康。因此，护理人员还要为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

常规治疗工作之余，护理组
队员会尽可能帮助患者。有些患
者生活物资不够，队员就会把驻
地分配的水果、牛奶等食品，攒下
来带给患者；进入病房后，对那些
能够交流的患者，尽可能进行心
理护理。

虽然只有半个多月时间，但
护理组已经和患者建立了深厚的

感情。曾宪红告诉记者，一位80
多岁的重症患者对于护理人员的
精心照顾很感动，看到护理人员
下班时，会试着抬起颤颤巍巍的
手，向护理人员表示感谢。

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病人
总能看见一个瘦小的忙碌身
影——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
护士胡龙霞。上治疗、气道管理、
呼吸机调试、血透护理、基础护
理、消毒……作为党员，胡龙霞总
是冲锋在前。1月7日，胡龙霞从
协和医院调到金银潭医院支援新
冠肺炎救治工作，此后她就一直
留在金银潭医院。

“担子很重，但我们必须扛起
来。”胡龙霞说，接到任务通知时，
内心早已做好准备，“干我们这行，
不就得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嘛。”接
到通知当晚，胡龙霞就剪短了头
发，毅然投入疫情防控第一线。

胡龙霞告诉记者，刚开始，常
听到患者谈论病毒、感染的话题，
这时候自己就会尽量开导他们，

“病毒本身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只要你害怕，就表明在心理上与
病毒对抗的较量中认输了，免疫
系统会‘自动缴械’。”一些患者在
胡龙霞的开导下，也慢慢平静下
来接受治疗。

由于在重疫区环境，长时间不
能透气、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每
天脱下防护服，衣服都被汗水浸
透，周围同事们的工作和心理压
力都很大，胡龙霞就会抽时间主
动安慰她们。长期离家，女儿非
常想念胡龙霞，胡龙霞告诉她，

“我们会尽快打赢这场战斗，之后
我们就会有更长时间的团聚”。

近期，各地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恢复生产，有条不紊组织工业企业复工复产。
图① 2月11日，湖南省东安县工业园区甜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车间抓紧生产。连日来，东安县组织力

量，对工业园区内即将复工企业的重点场所逐一进行消毒灭菌，确保防疫到位一家，复工一家。截至目前，园区内的75家
企业，已有序复工33家。 严 洁摄（中经视觉）

图② 2月12日，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一家生态肥生产企业的工人在搬运有机肥。眼下正值春耕备播时节，
玉屏县化肥生产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组织工人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农资化肥。 胡攀学摄（中经视觉）

图③ 2月12日，浙江宁波市北仑区申洲集团员工在缝纫车间工作。近期，北仑区已累计批准190家企业的复
工申请，另有连续生产企业44家，其中128家规上企业复工返岗人数约4.64万人。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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