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力战“疫”，全力转产！

近日，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在抓好安全风险防控的基础上，勇担国
企责任，火线转产护目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不
久前，陕汽控股召开关于节后复工专题
会议，确保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有序
复工复产。为保证有序复工复产，陕汽
控股组织相关单位每日对公共区域全方
位无死角消毒杀菌。同时，规范进厂健
康检查，对出入人员和车辆做好登记、体
征监测和消毒工作，做到“逢人必检”。
在此基础上，优化检测流程，提高检测效
率，尽量减少人员聚集；加强日常疫情防
控，尽量通过互联网、电话等途径解决问
题，减少面对面沟通频次。

此外，陕汽控股采供、营销部门及时
发布通知公告，主动向业务合作单位告
知当前形势和管控措施，配合做好相关
工作；动力部门调整站房值守模式，做好
交接班防控，确保厂区用水用电用气正
常；各子公司根据当地疫情形势，结合集

团公司整体部署，健全防控体系，完善防
控举措，切实做到宣传到位、组织到位、
排查到位、防控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陕汽控股结合自身
实际，主动承担起防疫物资中护目镜的
生产任务。为此，公司召集技术、工艺、
生产等部门研究制定方案，分头攻坚，落
实生产所需原材料，仅2天时间就完成了
生产护目镜所需各项准备工作，成功装
配护目镜样品。经检测，陕汽控股生产
的护目镜达到了防疫使用要求，日装配
产能已超过3000只。

在火速支援防疫物资供应的同时，
陕汽控股还多措并举，科学有序地推动
复工复产。具体来说，加强资源保障，协
调各方力量，全力支持营销一线；做好产
销衔接，厘清库存资源，按照最大限度利
用好当前资源的原则，做好产品调配工
作；强化主体责任，加强疫情防控各项措
施，落实员工错峰返程，确保生产经营有
序开展。

陕汽控股复工转产护目镜
本报记者 张 毅 雷 婷 通讯员 牛 娜

日前，青岛即发集团送检的一款具
有防护功能民用口罩经过国家权威检测
机构检验，防护功能达到KN95标准要
求。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与即发集团
将该口罩命名为“市民口罩”，正组织加
班生产，日产能可达5万只。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口罩短缺
成为全国各地面临的共同难题。青岛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口罩供应工作，多次
部署加大口罩生产。为扩大口罩供应，
青岛市组织发动服装企业转产具有防护
功能的民用口罩。

据介绍，当地多家企业第一时间组
织技术人员打样制样，次日便向青岛市
市场监管局提报样品。青岛市市场监管
局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在最短时间内帮助
企业进入产品检测环节。仅仅一周后，北
京就传来好消息，即发集团送检的一款口
罩经过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北京）检验，符合GB2626-2006
《呼吸防护用品自吸过滤式防颗粒物呼
吸器》KN95标准要求，具备上市条件。

与采用全自动口罩生产设备生产一
次性防护口罩的企业不同，服装企业转
产口罩普遍面临生产线改造、原材料成
本高、劳动效率低等困难。针对这一情
况，即发集团紧急开展面料及熔喷布采
购、生产线改造、设计研发等工作，在2
天内就将服装生产线改造为合格的口罩
生产线，组织员工开足马力生产。

“为生产‘市民口罩’，我们将既定的
订单延期交货，需要支付违约赔款。”青
岛即发集团董事长杨卫东坦言：“但这一
切都是值得的。能够在危难之际为全市
疫情防控工作尽一份力是企业的使命和
责任。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部署和
疫情防控需要，不计代价，全力做好口罩
生产供应工作。”

青岛服装企业转产口罩
本报记者 刘 成

在位于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
园的天津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工作人员正在为一箱箱刚刚完成灌
装的双氧水消毒液贴标识，准备运往附
近医院。

天津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建告诉经济日报记者，“这条生产
线是刚刚才建起来的，专门用来生产过
氧乙酸消毒液。这些消毒液只赠不卖，
专门供给医院和准备开工的企业开展人
员和环境消毒作业”。

王建是湖北人。他坦言，自己每天
都要与家人视频通话。“虽然每次都会询
问他们的健康情况，也知道他们现在都
好，但还是忍不住担心。将心比心，有多
少人也在忧心他们的家人、朋友？所以，
我们生产的产品只送不卖，希望举全企
业之力为抗击疫情作一份贡献。”

天津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2年，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大医

药范围，产品涵盖分散剂、水针、口服液
等多个领域。公司拥有高水准的研发团
队，已先后建成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天
津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等。

天津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运营总监程雪娇介绍说：“公司以前也
生产消毒剂，但产量不大。在疫情面前，
我们必须加快调整产品结构。一方面，
我们新建改建了多条生产线，另一方面
与全国各地的供应商联系，加大原材料
采购力度，力争产能尽快实现3倍至5
倍的增长。”

“企业在努力，我们也不能落后。”天
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副镇长王东表示：

“目前，张家窝镇正在招募志愿者，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人员不足的问题。我
们还联系了四五家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原
材料供应难题。我们希望通过政府与企
业的紧密合作，共同凝聚起磅礴力量，共
同战胜疫情。”

天津挑战生物公司转产消毒水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今年春耕备耕已经由南向北陆续
展开，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等16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
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做好2020年
春耕化肥生产供应工作的通知》，强调
要保障农资即时配送，打通农资流通

“最后一公里”。
中国供销集团作为国内大型涉农

流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系统龙头企
业，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积极
组织所属国内最大农资流通企业——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以下简
称“中农集团”），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全力做好化肥、农药等重要
物资储备和供应，确保货源充足、物流
畅通，力保农时备春耕。

配套跟不上？

全国调配保供应

一年之计在于春，对于农资人更
是如此。作为在农资行业工作30多
年的“老人”，中农集团总裁王春林感
慨颇多。

王春林告诉记者，中农集团化肥
销量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比约为15%，
农药占比约为8%。从去年底开始，公
司已经开始着手储备化肥，截至1月
底共计备肥442万吨，2月份可增加
110万吨，3月份还可再增加150多万
吨，累计将达700万吨左右。

“目前，集团下属14家化肥生产
企业，除湖北有一家不能复产外，另外
13家都已经复产，从春节至今已经生
产了30多万吨肥料。”王春林说。

“湖北磷肥产量比例很高，在全国
市场的占比为40%至50%。好在我们
的备肥工作开始得比较早，春节前磷
肥已经运出来了一部分，影响不至于
那么大。”王春林表示，中农集团一方
面积极与湖北工厂沟通，尽可能保证
货源；另一方面与基层客户协商，将原
计划采购的湖北货源调整为云南、贵
州企业货源，最大限度保证货物的顺
利供应。“还有一个应急办法。南方春
耕开始得早，先从北方往南方调剂，全

国通盘调配，确保有序供应。”
中农集团农药板块包括流通和生

产，流通由中农立华公司负责，生产由
中农联合公司负责。中农立华公司董
事长苏毅告诉记者，山东、湖北、河南、
江苏、浙江是农药原药、中间体（原
料）、制剂的重要生产基地。受疫情影
响，很多企业尚未复工，导致供应减
少。包装材料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浙
江、广东，也有不少企业没有复工，配
套包材跟不上，制剂生产也受影响。

“农药生产是个产业链，环环相
扣。目前，我们已加大协调和采购力
度。”苏毅表示，作为原国家救灾储备
重要单位，中农立华已发函给相关企
业，帮助其办理申请复工复产手续，为
制剂生产企业提供紧缺的储备原药，

帮助农化企业积极提前备货，缓解疫
情带来的供应压力。

苏毅透露，目前中农集团已储备
了价值20亿元的农药，预计至3月底
可同比增长20%，5月份预计将同比
增长25%。

“除了从国内采购农药制剂，公
司还加大了从跨国企业的采购力度。”
苏毅表示：“我们要发挥‘国家队’作
用，全力保障农药市场稳定和及时
供应。”

配送跟不上？

拼单授信巧应对

“按照往年情况，现在正是配货关
键期。”王春林坦言：“从目前看，农资
运输还是挺难的，一是跨省运输仍受
到一定影响；二是铁路运输虽然有保
证，但装卸工力量不足，铁路货仓不够
用；三是目前农资商品虽然可以运输
到乡镇，但直接运到村里还有困难。”

不过，王春林也表示，好在部分农
资在疫情前已经运到了公司各地储备
点。“我们会密切关注后续变化，尽快
将农资运送到农民手中。公司的原则
是不能加价，不能发‘国难财’。不过，
因为运输成本提高，价格预计会有上
涨，只是目前市场还没有反应出来。”

苏毅表示，中农立华和中农联合
所属分子公司均已复工，在全国的仓
库也都安排了值班人员。不过，目前
国内农药运输配送基本靠汽车运输，
因为司机不足，唯有整车才能发货。
为解决用户困难，公司一方面组织协
调订单，努力“凑车”；另一方面通过给
用户授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公司

还专门成立了攻关小组，分片负责，确
保配送及时到位。

“农药运到经销商处和分子公司
后，经销商和分子公司会通过自有车
辆配送到零售商那里。”苏毅说，如果
找不到装卸工，员工会负责卸货；如果
送货到村庄有困难，公司会与客户约
定地点，实现无接触式配送。

未来会怎样？

化危为机推动转型

正如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
与棉麻局二级巡视员、中国农资流通
协会副会长符纯华所说，疫情给整个
农资行业“提了个醒”。传统销售大多
采用“人海战术”，未来农资企业必须加
快从“一买一卖”向综合服务商转型。

王春林表示，目前已有不少农资
企业开始用抖音、网络直播、微信等方
式，讲授科学用肥、合理用药和农化知
识，积极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

以前春耕期间，中农集团要开几
百场次现场会，大批员工“走到田间地
头”服务农户。如今，公司员工和全国
上万个基层网点均改为通过微信了解
需求，有目的、有准备地安排生产。

苏毅介绍说，中农集团板块目前
共有800多名技术人员，每位员工用
电话、微信分片对接经销商、零售商、
农户，保持一两天联系一次的频率。
同时，“由于现在大部分农户待在家里
不能出去，我们要有效利用这个时间
段，加强技术培训服务，提升农民的种
植水平和用药水平”。

谈及未来，苏毅表示：“我们要化
危为机，推动整个行业加速蜕变。”

中农集团全力做好化肥农药等重要物资储备供应——

防控不放松 供应保春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前两天，福建省促进中小企业发
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了一场宣
传贯彻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政策
视频会。视频会面向全省企业实行网
络直播，观看人数多达16万。为这场
会议提供“云商务直播平台”的是中国
电信集团福建公司。

资料显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电
信集团不仅在传统业务领域经受住了
考验，还充分发挥“天翼云”的独特优
势，为抗击疫情提供全面服务。如今，
免费开放的中国电信“天翼云会议”已
向3000多家政府、企事业单位，50多
万名用户提供公益服务，累计会议总
时长约为50万小时。

近日，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迎来
复工复产。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中国
电信誓用“科技硬核”与企业一起落实
联防联控，通过多种信息化手段加持，
搭建“战疫钢铁防护网”。

比如，中国电信集团温州分公司
自主研发并推出“三返系统”平台，为
全市“三返”人员提供疫情防控管理、
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申报和审批提供信

息化支撑。该系统包括返工、返岗及
企业联系人等多个模块，其中返岗模
块功能可提供市直各机关、国有企事
业单位申报本单位干部职工的返温及
疫情防控情况，在外滞留、返工返岗动
态等情况均一清二楚。

中国电信集团兰州分公司为企事
业单位提供防疫保障信息化服务，并
通过“天翼云会议”、企业云盘、天翼对
讲、综合办公、云课堂等产品，通过高
效、便捷、在线、协同的工作模式，助力
兰州各企事业单位通过数字化、网络
化手段复工复产。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泰州分公司开
发的工业企业复工信息管理系统为
238家经批准复工及连续性生产企业
提供了“泰企通·企业电子通行证”。
在该系统支持下，复工企业相关信息
市（区）、部门共享共用，有效畅通了审
批环节，消除了信息壁垒，减轻了防控
压力，并为抗击疫情、科学防控提供了
数据支撑。

中国电信集团贵州公司与东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携手，免费为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提供疫情填报系统。该系
统由问卷创建及分享、数据分析管理、
填报结果数据分析构成，助力实时收
集、统计下辖区内人员及家属的身体
状况和出行计划，帮助管理人员实时
了解辖区内人员动态，做好防控应对
方案。

中国电信集团新疆克拉玛依分公
司积极助力当地疫情防控，为克拉玛
依全市所有社区免费提供“翼填报”应
用。社区辖区内住户均可通过微信扫
码填报实时情况，克拉玛依疫情防控
指挥中心可通过该应用实现对所有人
员的动态信息管控。目前，中国电信
克拉玛依分公司已为全市125个社区
开通账号，并及时收集了全市近30万
人员的动态信息。

此外，面对返程高峰带来的大规
模人员流动压力，如何防控交叉感染
成为难点。为此，中国电信推出“热成
像测温”服务。该服务具备“无接触式
检测、高精度体温筛查、异常体温预
警”等功能，可有效减轻人流高聚集地
的测温压力，辅助防疫排查工作。

在应对返工潮过程中，智能外呼
系统也派上了大用场。近日，位于南
京、苏州等地的多家企业都接到了关
于企业复工复产问题的调查电话。电
话拨打者是一个机器人。据了解，该
机器人不仅可用标准话术提问，还可
以推送疫情防控信息。目前，中国电
信集团南京公司已协助秦淮区市监局
完成了辖区内所有沿街商户的疫情防
控专项调查，呼叫量总计26969条，调
查成功率为79%。

“疫情面前，积极应对挑战是必须
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危机中发现机
遇，加速转型。要充分认识到，这次疫
情倒逼我们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智
能化、信息化转型。作为企业，我们要
牢牢抓住这个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间节
点，全力以赴、顺势而为，加快改革。”
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表示，未
来公司将继续丰富5G技术应用场景，
充分发挥云网融合优势，把5G和云计
算、AI等技术结合起来，尽快形成核
心能力。

中国电信：

用“科技硬核”推动联防联控
本报记者 黄 鑫

图为中农集团营运部工作人员正在盘点库存。 （资料图片）

图为中农立华广东公司员工正在盘点农药库存，准备发货。（资料图片）

疫情面前，多少企业正在开足马力
复工复产，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又有多少企业宁可自己承担成本、
背负损失，也要转产，服务抗击疫情大
局。危难面前，我们不仅看到了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更看到了各行各业战胜疫
情的信心、决心与爱心。

不过，仅就转产而言，光有信心、决
心与爱心是远远不够的，还得具备相应
的实力，也就是得有“几把刷子”。

首先，技术实力。梳理近期相关新
闻报道可以发现，大部分成功转产的企
业，要么是本身就具有相关行业背景，
拥有一定技术储备，并且已经建立起了
高水准的技术团队；要么是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完善的数据库，数据分析和研
发能力超强。这些都是实现成功转产、
理性转产的关键要素，也是企业的“第
一把刷子”。

其次，资金实力。众所周知，因为疫
情的缘故，许多企业被迫推迟复工复产，

本身就需要承担一定财务损失。在这种
情况下，无论重新调整生产计划，还是为
转产升级旧设备、购置新设备，都需要大
量现金流支撑。因此，抗风险能力是企
业成功转产、理性转产的“第二把刷子”。

再次，“人脉”实力。企业要转产，
仅仅依靠自身实力是不够的。医疗产
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生态，上游得有原
料，中游得有设备和生产研发能力，下
游得有强大的分销网络。除此以外，还
得有相关资质，产品得经得起有关部门
和市场的检验。各个环节杂糅交错在一
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这意
味着，企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朋友圈”，能
够在关键时刻找到关键的合作者，共同
把正确的事情做好。这是企业成功转
产、理性转产的“第三把刷子”。

危机面前方显英雄本色。面对疫情，
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向所有为支持
抗“疫”竭尽全力的企业致敬，更需要向这
些不仅有心、而且“给力”的企业学习。

转产需要有“几把刷子”
韩 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