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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民营企业，各展所长建奇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曾诗阳

已经是深夜，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仍在火车站安装红外人体温度快
速筛检仪。

在深圳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
厂内，生产线员工彻夜赶工，紧急生产出
6000只 KN95防护口罩、2万只银离子口
罩、3.4万只一次性蓝海锚医用口罩，全部无
偿捐至武汉。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民企捐资捐物捐技术，
加班加点保供应，发挥行业优势，星夜驰援疫区，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应有贡献。

捐资捐物，支援一线有底气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广大民营企业
慷慨解囊，积极生产、筹集、捐赠疫区急需的
各类中西药品和医用口罩、防护服、检测试
剂等医疗物资。

在疫情暴发初期，湖北医药企业人福医
药集团紧急调配采购120台呼吸机和2000
件抗病毒口服液捐至武汉。

宜昌人福药业董事长李杰表示，公司已准
备6个品种近2000件抗病毒药品，随时接受调
配指令，确保药品供应。“疫情之下，没有谁是局
外人。民营企业量多面广，平时实干兴邦，战时
勇担使命，同心协力为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弹
药’，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京东宣布向武汉市分批捐赠100万只
医用口罩及6万件医疗物资；华大基因紧急
组织科研及生产力量，成功研发新型冠状病
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并首批捐出1万人份试
剂盒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据全国工商联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3
日，民营企业累计捐款127.32亿元，捐物价
值56.94亿元。

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民营企业多年健
康发展积累的充足底气和强烈社会责任感。

发挥优势，保障供给有实力

为了缓解物资紧缺情况，多家民营企业
发挥各自营销网和产业链优势，全力以赴筹
集调配医疗物资。

1月24日下午，卓尔控股依托卓尔智联
跨境供应链网络，调集多方力量保障国内一
线需要。25日凌晨，卓尔确定从菲律宾、柬埔
寨的紧急筹集计划并锁定货源，组织从生产
厂家装运。26日中午，320万只医用口罩和
21万套防护服先后从马尼拉、金边运抵武
汉，并火速送往湖北抗“疫”一线。48小时内，
卓尔便打通国际采购保障通道。

“公司长期以来的国际化发展战略，使
得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筹集到物资。”卓尔
智联总裁齐志平介绍。

借助国际“朋友圈”筹集物资支援疫
区的企业不在少数。正泰集团借助遍布世
界的营销网络和供应链资源，通过印度、
西班牙、俄罗斯等地的本土化运营团队，
筹集物资；三一重工发动尼日利亚、泰国
等40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团队，寻找疫
区急缺的防护用品；新华联采购的25万只
口罩、8800套防护服陆续运达湖南、四川
等地……

这一切离不开航空业的支持。均瑶集团
总裁王均豪表示：“我们通过旗下湖北均瑶
大健康全国物流和吉祥航空全球航班，不计
成本、不惜代价增援武汉。”

复产转产，抗击疫情有信心

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医疗物资是医
护人员在一线工作的重要保障。连日来，广
大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号召，迅速开工生产、
复产、转产。

长沙芙蓉口罩厂生产车间内，8条生产线
马力全开，一线操作工两班倒作业，后勤人员
也全部上阵，日产口罩近20万只。疫情发生以
来，该厂陆续向医生、交警等一线工作人员捐
赠10万只一次性无纺布口罩和2万只KN95
口罩，并运送了9万只KN95口罩到武汉。

“我们中小企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

弱到强，发展壮大，如今疫情来袭，我们也要
为国家出一份力。”芙蓉口罩厂厂长伍海湾
表示，目前口罩厂正在筹划购置土地扩建车
间，建设标准厂房，进一步提升口罩、防护服
等产品产能。

为了进一步保障供给，一些民营企业主
动调整生产线，改造生产设备，转产疫情防
控物资。

得知疫区急需医疗防护服，红豆集团将
一个具备医药生产级别的厂房紧急改造成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生产车间，员工加班加点
突击转产，日产防护服超3万件。“国家需要
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此举是为了履行社
会责任，不以营利为目的。”红豆集团董事局
主席周海江说。

助力疫情防控的同时，红豆集团各公司
已有序复工生产。“我们坚持一手抓疫情防
控，一手抓稳定生产。”周海江表示，在科学
防疫的前提下，让工厂机器转起来，既为疫
情防控提供物资保障，也是维护正常经济社
会秩序的需要。

谈及疫情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多位民
营企业家向记者表示，虽然疫情对经营造
成一定影响，但只是暂时的。相信依靠自
身积累的经营实力以及政府的全力支持，
一定能克服困难，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破浪
前行。

2月19日17时47分，中国邮政防疫物资运输专机——
CF9121航班，装载着防护服、口罩、棉被等10.54吨疫情防控
医疗用品，从北京首都机场飞抵武汉天河机场。自中国邮政
开辟空中绿色通道以来，中国邮政累计17班专机已向湖北运
输防疫医疗物资205.97吨。

疫情就是命令，需求就是军令。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充分认识到保障防疫物资运输畅
通的重要性，6100多名邮政各级企业主要负责同志第一时间
返回工作岗位，41万员工坚守工作一线、主动请缨，推出防疫
物资优先处理发运、特快专线等一系列保障举措。

战“疫”急，物资紧。1月25日，经过紧张有序部署，中国
邮政紧急开通了医疗物资义务承运绿色通道，免费为全国寄
往武汉市的医疗捐赠物资提供全程运输和配送服务。

1月30日上午，重达10吨的疫情防控物资急需从上海运
往武汉，交通运输部发出了第1号紧急运输任务指令。中国
邮政航空公司即刻启动应急预案，飞行、运行、机务、地面
保障第一时间完成响应，货物从接收安检到装机交接的流程
在南京、上海和武汉、北京之间快速展开。当日14时45
分，邮航飞机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腾空而起，“跳停”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装货后，于19时38分安全抵达武汉，高效完成
物资运输任务。

广州至武汉、北京至武汉、上海至武汉……一条条防疫物
资寄递专线陆续开通，流动的绿色保障线不断集结武汉，进一
步满足了大量医疗物资快速运输的需求。

急需消毒液，四川邮政员工千里奔袭，不到24小时将
15.6吨医用消毒液，送到了湖北省襄阳市4家医院；防疫药品
不足，广西邮政员工坚持“人歇车不歇”，一路疾驰，历时22.5
小时行驶1350公里，将8吨药品安全送达；口罩不够，“时代
楷模”其美多吉和成都邮区中心局长途邮车驾驶员肖文远，昼
夜兼程19个小时，驾车行驶1250公里，将口罩、防护服等防
疫捐赠物资安全送达武汉邮区中心局……这段时间，武汉成
了邮车驾驶员们共同的目的地。

“邮政员工平时是信使，战时就是战士，哪里有需要，哪里
有召唤，我们就要出现在哪里，就要保障到哪里。”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力表示，中国邮政将全面贯
彻落实中央要求，坚持疫情防控和经营发展“两手抓”，全力以
赴组织企业生产经营，以最高效的组织、最周密的部署，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邮政服务工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出贡献。

疫情发生以来，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企业作
用凸显。凭借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技术优势，在跨国跨省
救援物资调配、救援资金募集、民生物资保供应、疫情信息充
分传递等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

“17年前非典疫情期间淘宝诞生，全社会给了阿里巴巴
巨大的支持。17年后，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这次我们的
经验和办法一定更多。”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张勇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疫情一开始，阿里巴巴就
成立了抗击疫情和商家扶助两个专门小组，目前都在高速有
效地运转。“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这两场仗我们必须同时打，
两场仗都要赢。”

要打赢这两场仗，阿里巴巴的底气来自于全面的数字化
能力。

疫情发生初期正值春节，工厂停产、物流企业停工，医疗
物资最为紧缺。阿里巴巴1月25日发出声明《驰援武汉，就
这么干了！》宣布设立10亿元医疗物资供给专项基金，该基金
用于采购包括诊疗设备、器材耗材、相关制剂在内的医疗物资
等，定点无偿赠送给武汉及湖北的各大医疗机构。同时，阿里
巴巴旗下的菜鸟物流联合海内外物流企业，正式开通全球绿
色物流通道，免费从海内外各地为武汉地区运输社会捐赠的
救援物资。

2月5日，阿里巴巴开通“防疫直采全球寻源平台”，通
过该平台收集医疗物资供应信息，与平台发布的需求信息进
行匹配，再由阿里巴巴直接采购，将医用口罩等紧缺防疫用
品，定点送往疫情防控一线。同时，阿里巴巴继续在国内动
员匹配产能，直接协调生产和采购医疗物资，先后协调义
乌、深圳、广州等58个地区的工厂紧急复工，加急生产医
疗物资。

2月6日，淘宝吃货上线“吃货助农”频道，第一批选
择了山东、四川、浙江、辽宁等6个省10款滞销优质农产
品。由于物美价廉，加上解决了消费者的采购难题，仅3
天时间销量就超过了300万斤。根据淘宝统计，自阿里爱
心助农项目开始以来，截至2月19日，累计销售3.8万吨
农产品。

“现在就是检验阿里巴巴坚持使命的时刻，我们推出了6
大方面20项扶助措施，与平台上的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生活
如常，生产继续，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张勇说。

中国邮政：

每一条运输线

都是生命线
本报记者 吉蕾蕾

阿里巴巴：

两场仗都要打赢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国企民企风雨同舟共战“疫”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这场与疫情的艰苦斗争中，企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央企业主动投身抗击疫情第一线，不计代价、不

讲条件，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全力支援保障疫情防控阻击战。民营企业各显所长，各尽其能，发起抗“疫”支援行动，其响应速度之快、规

模之大、参与面之广，展现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实力、担当和情怀，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

在这场战“疫”中，公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生动诠释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生机和力量。

日前，江苏省淮安市邮政分公司将12吨消毒液第一时间
发运武汉，支援当地抗击疫情。 冯 君摄（中经视觉）

关键时刻看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央企

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切实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
任，勇挑重担，敢打硬仗，充分发挥主力军、
国家队作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和国家
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进一步彰显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越是艰险越向前

2月18日11时许，武汉雷神山医院首
批治愈患者出院。其中一位83岁的老人伸
出大拇指点赞，连声向医护人员道谢。

面对疫区确诊病例激增的状况，武汉效
仿“小汤山”模式建设专门医院及时收治重
症患者。1月下旬以来，在数千万“云监工”
注视下，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拔地而
起。火神山医院从开工到交付仅用10天，
两倍规模的雷神山医院也仅用了10余天。

由于面临春节因素和疫情影响的双重
阻力，加之工期短、任务重、工种交叉作业等
挑战，火神山项目主承建方中建三局压力巨
大。为确保打赢这场攻坚战，中建三局成立
8个临时党支部筑起坚实的战斗堡垒，8支
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

1月25日，中建集团又请缨出战雷神山

项目，中建三局开始了双线作战。“以更坚决
态度、更果断行动，投入最优秀队伍、最优质
资源，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举全集团之力，
确保迅速建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中建集
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周乃翔向全系统发出了
动员令。

抗击疫情如救水火。“两山”建设是一场
极度压缩时间和空间的战斗，中建集团调动
了2万余名管理和作业人员参与建设，上千
台大型机械设备、车辆连续运转，现场作业
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施工。这块被外
界视为“宇宙最拼的工地”，向世人展示了

“中国速度”。
“两山”医院建设，并非施工企业孤军奋

战，背后还有众多央企的鼎力支持：国机集
团所属中国中元第一时间修订完善图纸，并
及时提供技术支持；国家电网24小时不间
断供电保电；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
油、中化集团等企业免费提供柴油和润滑
油；通信企业积极搭建5G基站；兵器工业集
团、中国宝武紧急支援供氧系统、管道焊接
工作……

“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种动员。”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在1月31日日内瓦举行的
发布会上说，“也许你正在关注的是中国将
在10天之内建成的一家大医院，但这不是
他们正在采取的措施的唯一目标，我相信这
些措施将扭转（疫情）趋势。”

闻令而动转扩产

“只要国家和人民需要就生产，不讲
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成本困难，不涨价。”
新兴际华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面对防护服、口罩等医疗防控物资紧缺
的形势，有关中央企业以战时状态全力推进
医疗物资生产。新兴际华集团所属际华股
份公司以往主要从事军装、被服等军需产品
供应，迅速转产防护服。

洁净场地不足怎么办？倒班作业，人歇
机不歇，尽快上产；时间紧任务重怎么办？将
生产任务倒排到日，分保时、时保日、日保周；
新设备怎么调试、新流程怎么推广？劳动竞
赛、技术攻关，全面磨合优化15道工序。

2月16日，新兴际华集团已做到日产
4.5万套医用防护服，其产量占到全国医用
防护服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国机集团所属恒天嘉华公司作为从事
无纺布生产的企业，以最快速度转产医用口
罩，现已具备日产110万只口罩的产能。中
国石化则发挥产业链优势，与下游企业合作
筹建11条医用口罩生产线，到2月16日医
用口罩日产量已达62万只。多家央企还在
加紧研制口罩机、压条机等关键紧缺设备，
近期将陆续量产。

“近两周的时间内，国资委和中央企业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抓重点、抓紧
急’，积极投入到重要医疗物资的保障工作
中去。”国资委副主任任洪斌表示，中央企业
医用防护服、医用口罩生产都是从零起步。
国资委于第一时间成立医疗物资专项工作
组，相关企业闻令而动转产扩产。急需医疗
物资及时供给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赢得宝贵时间。

复工复产显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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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来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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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2020年7月
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安全准点发电，大坝
工程在春节期间连续施工，节后全面复工。

复工复产是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截至2
月17日，中央企业所属2万余户生产型子企
业开工率超80%。石油石化、通信、电网电
力、交通运输等行业开工率超95%，有的已
达100%。

按照部署，央企重拳出击，大型重点
工程项目建设全面铺开。“中央企业很多处
在整个产业链的关键环节，主动复工复
产，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的复工复产。”国资委秘书长彭华岗
表示。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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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岗员工共计10239人。

连日来，电力、能源、通信等领域央企
举措频频，为其他企业复工做好基础保障，
提供优质服务。3大电信运营商推出“云服
务”等服务新举措，以满足网上办公、远程
会议需求；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对疫情防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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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
有困难的，疫情防控期间欠费不停电，助推
企业复工复产；国家能源集团保持高位运行
水平，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可靠稳定的能源
供应。

“坚定必胜信心，顶住压力、加倍努力，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国资国企发展改革监
管党建工作。”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强
调，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全力以赴保持
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定运行，为做好“六稳”
工作贡献力量。

国有企业，关键时刻显担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2 月 4
日，武汉火
神山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
肺炎专科医
院 正 式 接
诊。图为中
建 三 局 火
神 山 医 院
项 目 工 人
正 在 铺 设
HDPE膜。

王 腾摄
（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