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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
员会3月18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和经济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在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努力
下，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
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不少新
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及其对世界经济
产生不利影响，也给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带来新的
挑战。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的阶段
性变化，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确保打
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确保实现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在充分肯定我国疫情防控工作成绩
的同时，要清醒看到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
性。湖北和武汉医疗救治、社区防控和后续工作任务
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疫
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
的输入性风险增加。要毫不放松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
控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形势

发生逆转。要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
织紧密合作，加强全球疫情变化分析预测，完善应对输
入性风险的防控策略和政策举措，加强同有关国家在
疫情防控上的交流合作，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要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疫情防控的指导和支持，做好
各项工作，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会议强调，要科学精准做好重点地区疫情防控工
作。湖北省和武汉市要慎终如始、一鼓作气，坚决打赢
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要继续加强医疗救治，将重
症患者向高水平定点医院集中，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亡率。要完善社区防控措施，有序扩展无疫社区居
民活动空间。武汉市要逐步推进复工复产，湖北省其
他地区要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湖北省要同有关省
份主动对接，做好“点对点、一站式”输送返岗、外地滞
留在鄂人员返乡等工作，人员流入地要落实属地责
任。要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稳妥做好疫
情善后工作，防范化解社会矛盾。要突出抓好北京等
其他重点地区疫情防控，优化防控策略，落实防控举
措，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会议要求，要落实外防输入重点任务，完善数据共
享、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机制，航空运输、口岸检
疫、目的地送达、社区防控要形成闭环。要完善同有关

国家的防控策略协调机制，加强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
推动联合科研攻关。

会议指出，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经济
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紧迫感，
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序，积
极有序推进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努力把疫情造成的
损失降到最低限度。要以省域为单元推动经济社会秩
序恢复。所辖县区均为低风险的省份，要全面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除湖北、北京以外，对于省内仍有中
风险县区的省份，要做好精准防控，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低风险地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流动，必要的健
康证明要做到全国互认，不得再设置障碍，不对人员采
取隔离措施。要提高复工复产效率，围绕解决企业用
工、资金、原材料供应等需求，有针对性地精准施策，打
通“堵点”、补上“断点”。要做好法律服务等工作，及时
化解合同履约、企业债务、劳资关系等纠纷。

会议强调，要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分析，及
时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要兼顾疫情防控和对外
经贸合作，在落实防疫措施前提下为商务人员往来提
供便利，保持国际供应链畅通，创新招商引资、展会服
务模式，保障各类经贸活动正常开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分 析 国 内 外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和 经 济 形 势
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眼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部分企业面临用工

难、产业链配套难等问题，资金压力比较大。如何提
供精准金融服务，让政策“跑”在受困企业前头？

继设立3000亿元低成本战“疫”专项再贷款、增
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5000亿元、下调支农、支小
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等措施之后，3月13日，中
国人民银行决定，于3月16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
准，共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一系列普惠性的
政策举措接连出台，有效对接企业需求、精准发力，支
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

用好用足支持政策

专项再贷款的设立、发放，彰显出我国金融政策
确保资金精准投放的底气。

广东惠生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研发制造口
罩、防护面罩等医疗用品的民营企业。疫情发生以
来，口罩订单增多，企业急需资金用于扩大生产。了
解到相关情况后，人民银行佛山市中心支行立即指导
商业银行跟进。2月10日，建设银行佛山分行为该企
业发放1000万元贷款资金。2月17日，工商银行佛
山分行对该企业发放200万元优惠贷款，享受2.5%的
优惠利率，财政给予一半贴息以后，贷款利率仅为
1.25%。贷款资金为2月下旬企业实现量产计划提供
了资金保障。

疫情当前，专项再贷款资金跑出了“加速度”。据
了解，专项再贷款发放采取“先贷后借”的报销制，保
证资金投向更为精准。银行先向重点企业发放符合
要求的贷款，再向人民银行请领再贷款资金。企业从
提出贷款申请到资金到账，最长不超过2天。利率方面，在优惠利率贷款基础
上，中央财政按企业实际获得贷款利率的50%贴息。一家重点企业拿到这笔贷
款实际所负担的融资成本不高于1.6%。

创新完善支持方式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面临的困难也各有不同，这就要求
不但要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还要适时出台新的政策措施，创新完善金融支持
方式，为抗疫重点地区单列信贷规模，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民营与小微企
业提供专项信贷额度。

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是切实解决企业复工复产迫切问题的重要举
措。与此前设立的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相比，本次再贷款再贴现资金的支持范
围进一步扩大。央行表示，再贷款再贴现资金要向重点领域、行业和地区倾斜，
在现有支持领域基础上，重点支持复工复产、脱贫攻坚、春耕备耕、禽畜养殖、外
贸行业等资金需求。

作为经济发展和容纳就业的生力军，中小微企业是当前有序推动企业复工
复产的一个重点，也是难点。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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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再贷款发放采取“先贷后借”的报

销制，保证资金投向更为精准

□ 创新金融支持方式，为受疫情影响较

大的行业企业提供专项信贷额度

□ 各地金融机构正加大优惠信贷投放，

对有困难的企业分类施策帮扶

3月10日的武汉，晴朗、微风，春天的气息越
发浓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武汉，给所有人带来
了满满信心。这一天，也是我们启迪环境科技发
展股份公司医疗废弃物应急处置小分队来到武
汉的第30天。

医疗废弃物产生量已明显减少，小伙伴们终
于能喘口气了。在应急处置设备现场，望着眼前
10多名包得严严实实的同事，虽然外人很难辨认
他们，但我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大
家都是来自启迪环境不同部门与分公司的专业
能手，从山东、内蒙古、北京等地分批赶赴武汉。

2月10日下午，我们一行3人从启迪环境北
京总部启程，驱车直奔武汉。同时，设备也从山东

加紧运出。11日早上6点，我们与启迪环境武汉
分公司员工会合，直奔备选医院考察现场。此时，
距离设备抵达只剩10个小时了。考察持续到下午
3点，当地环保局同志全程陪同支持。最终选定协
和江南医院，即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院方急迫
的心情，让我们深感肩膀沉重、责任重大。

设备进场方案、吊装空间、周转箱放置、消
毒更衣空间……每个细节我们做得一丝不苟，
严谨细致。

然而，在武汉“封城”背景下，一个扳手、一
个弯头、一条电缆都可能难倒“英雄汉”。11日
下午6点，设备吊装就绪。眼看当晚就可以送电
供水，设备所需的五芯电缆却难住了我们。

当晚10点，武汉同事通过朋友关系得知某
处可能有资源，但路程却要1个多小时。同时，
公司湖北其他项目同事协调到了江夏区政府与
电力公司。为与时间赛跑，两个方案同时启动。

经过一整夜紧张协调沟通，第二天一早，电

缆奇迹般到了场。“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句话，在
特殊时刻更显出它的意义。后续，电力公司的同
志不仅协调了电缆，还有压线端子、压线工具。
在多方高效协作下，我们创造了设备到场不到48
小时就开始正式排班运行的奇迹。

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支应急处置小分队还引
起了江苏驰援武汉医疗队的注意。2月21日上
午9点，2位专业的感染控制医生来到现场，主动
当起了防护指导员。他们临走时还留下2瓶消
毒液，我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

春天来了，武汉的花儿已开始绽放，方舱医
院已全部休舱。30个日夜如转眼间，奋斗的日子
并没有那么难熬。因为这里没有恐惧，没有纠结，
只有齐心协力、团结奋斗。

人性的善良与担当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候闪
现出它的光芒。身处一线的我们一定坚持奋战
到最后，忠于职守，直至全胜。

（本报记者 董碧娟整理）

与医疗废弃物“作战”的30天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公司医废应急团队技术负责人 房建忠

开栏的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不

少企业面临挑战，但这并不能阻挡奋斗者们的

脚步。应对挑战，企业的奋斗者们迸发出强大的

正能量，用行动书写着一个个动人故事。经济日

报今日起开设“我的复工日记”专栏，用一篇篇日

记拼接出疫情下中国企业拼搏奋斗的生动场景。

欢迎广大企业人员投稿，来稿将择优在经济日

报、经济日报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刊出。

投稿邮箱：jjrbfgrj@sina.com

ECMO（体外膜肺氧合），对于新冠肺炎重症患者
的救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早一分钟用上，就可能
挽救一个生命。

跨境接力——历时不到17小时，16台ECMO从
德国法兰克福经北京运抵武汉，两架飞机接力飞行，行
程近万公里。

特事特办——近80台ECMO集中到重中之重的
武汉，从中央到地方，医院、民航、央企联手协作，一路
畅行无阻，为危重病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

不惜代价，竭尽所能，一切为了重症患者的救治。

“以分钟为单位迅速行动”

北京时间2月27日凌晨4时5分，中央指导组部署
紧急采购的16台ECMO搭乘国航CA1042航班，从德
国法兰克福起飞，12时41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并在
北京清关。下午5时32分，邮政航空CF9121航班装载
16台ECMO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当晚8时25分飞抵

武汉，直接送往中央指导组救治组的设备统一接收平
台武汉同济医院。

这样的中国速度，让德国ECMO生产厂家费森尤
斯十分感叹。按照2月21日签订的合同约定，最快也
要15天到货。

ECMO，被称为ICU的“终极武器”。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心血管外科教授张敏说：“我们陆续收治了
1000余位病人，其中近 500位是重症患者，太需要
ECMO了。”

“以分钟为单位迅速行动，各项操作环节方案按分
钟倒推，确保前方急需医疗设备以最快速度、无缝衔接
运达武汉。”中央指导组物资保障组成员、国家发改委
经济运行调节局副局长刘明说。

经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协调，民航各单位尽快制定
方案，民航华北、中南地区管理局、国航、邮航等部门组建
微信群，30多位相关单位负责人在微信群里献计献策，每
分钟都有新信息弹出。

26日，16台ECMO计划在德国包装出库，原计划

从法兰克福经上海到武汉，但最早只有28日20时40
分的航班。经查询，国航CA1042航班从法兰克福飞
北京，至少可以提前10个小时，但当时设备还在距离
法兰克福7个小时车程的仓库里。

“当时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迅速协调德国公司
发货，一定要赶上这班飞机。同时，民航局运输司的同
志协调飞机货仓。飞抵北京后，海关部门简化报关手
续。民航华北管理局、中南管理局为邮航飞机制定空
域航线，优化物资交运方案、半个小时实现装机，从北
京飞武汉又提前1小时。”刘明说，所有的人都是全力
以赴。

“不惜代价抢救危重患者”

有人形象地比喻，当病人一只脚踏入鬼门关时，
上有创呼吸机；当病人两只脚都踏入鬼门关时，上
ECMO。

（下转第二版）

“ ECMO ”紧 急 大 驰 援
——一切为了重症患者的救治

本报北京3月18日讯 记者黄
晓芳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该公司在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获
得大型发现——垦利6－1油田，是继
千亿立方米大气田渤中19－6之后，
在渤海获得的又一重要油气发现。

中国海油有关负责人表示，垦利
6-1油田具有储量规模大、油品性质
好、测试产能高的特点，发现井垦利6-
1-3共钻约20米厚的油层，完钻井深
1596米。从测试上看，仅该口井原油年
产量就可达40余万桶。

据悉，垦利 6-1 位于渤海莱州
湾北部地区，隶属于我国海上最大

油田渤海油田。自上世纪70年代末
开始，该地区历经 40余年勘探，效
果均不理想。2019年，中国海油大力
提升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启动
增储上产“七年行动计划”，在各海
域持续寻找大中型油气田，在国内
海域取得了10余个新发现。垦利6-
1的成功勘探，标志着中国海油在莱
州湾北部地区油气勘探取得重大
突破。

上图 中国海油公司员工正在渤
海油田海上钻井平台作业。

（中国海油公司供图）

我国渤海再获重要油气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