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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无数家庭遭受疫情带来的苦
难。但这种灾难却成为过气政客斯蒂夫·班农等一些极端反华人
士的“狂欢”，他们通过攻击中国疯狂“刷存在感”，以达成其不可告
人的目的。

近日，班农先是在美国媒体上暗示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接着
又攻击中方没有及时向世界发出警告，甚至指责中方“不关心病毒
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要求中国赔偿全球疫情的损失。

班农的指责毫无道理。病毒来自自然界已是全球科学界的共
识。如果一些国家及早采取严格的防疫举措，而非对中方和世卫组
织频频发出的警示置若罔闻，那么班农口中“经济灾难”在很大程度
上是可以避免的。至于“中方不关心病毒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
这一指责更是可笑至极。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及时通报有关信息，
中国领导人不断呼吁全球加强联防联控，中国向各国派遣医疗专家
组或通过视频会议与世界分享疫情防控经验，中国政府、企业、民众
向世界各国捐赠、运送了大量防疫物资。可以说，中国是为全球疫
情防控贡献力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全世界有目共睹。

但事实再清楚，班农之流也会视而不见。班农曾在特朗普政
府担任美国白宫首席策略师期间，一直鼓吹对华强硬，曾妄言“中
国已成为美国的最大敌人”“要将对华‘经济战争’进行到底”。班
农被冷战思维所左右，以至于他批评或赞美一个人的标准就是看
其对华态度。他甚至在媒体上公开批评致力于中美交往的基辛格
以及与中国有经济往来的美国企业，甚至因为比尔·盖茨表态中国
抗疫模式“做对了很多事”，就对比尔·盖茨进行攻击。无视事实的
谎言和诬陷只会是自取其辱。与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
热爱和平的人们为敌，其下场必定是被历史所唾弃。

5月2日，来自北京的王建军仍然没有休息，
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的新厂车间忙碌。看着高品
质的聚丙烯脂产品走下生产线，他备感欣慰。

王建军是利和知信新材料公司年产80万
吨高性能树脂项目的负责人，该项目是渤海新
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成果，一期工程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建设工期临时调整。复工
复产消息传来，利和知信项目建设立即重启，现
在情况大为好转。“自3月27日投产，短短一个
多月，产能已达到设计负荷的 80%以上，‘五
一’期间有望实现满负荷生产。”

在王建军看来，现在要分秒必争，“把因疫
情延误的生产时间抢回来”。事实上，因前期准
备充分、扎实，项目一期工程就创造了从开工
到竣工投产仅历时一年零五个月的纪录。“这个
建设速度，比之前国内同等规模装置建设周期
缩短了一年左右。”王建军说，这得益于项目建
设相关工作在沧州渤海新区一路绿灯，当地主
动为企业协调解决蒸汽资源、劳动用工等关键
问题。

随着3月27日投产成功，王建军一直在生
产线和营销线忙碌，生产也逐渐步入正轨。作为

“技术国际领先”的国家鼓励类项目，企业产品广
泛应用于汽车零部件、家电、日用品包材等领域，
新的订单纷至沓来。据了解，截至5月1日，河
北沧州1898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有1885家
复工复产，累计复工率达99.32%，复工人数22
万余人。

河北：分秒必争赶进度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哈聪杰

节日期间，广西（中国—东盟）粮食物流产业
园建设工地依旧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施工单
位中铁八局三公司正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
度，争取在保质量的基础上压缩工期，尽早将园区
打造成国际化大型现代物流中心和我国北粮南运
以及东盟粮食输入国内市场的枢纽。

在产业园仓储物流板块建设现场，记者看到
300多名工人正在紧张忙碌，14栋仓储物流用房
中已有8栋破土而出。中铁八局物流园项目经理
张志楠告诉记者，仓储物流板块于2020年1月1
日正式破土动工，不久就遇到了疫情停工。2月

10日，在做好严格防疫的前提下，经南宁市政府
批准，物流园成为首批复工的工地。

“按要求，项目今年底要交付使用，给我们施
工增加了难度。为此我们调整施工方案，8栋仓
储物流用房同时开工。‘五一’期间，300多名工人
坚持日夜施工，有信心在年底实现项目交付。”张
志楠说。

“物流园项目的建设既能带动广西粮食产业
的发展，又能以东盟为依托，打通东盟和国内粮食
进出口的双向通道，有利于吸引国内外粮食企业
进驻园区。”中铁八局物流园项目书记雷平说。

广西：热火朝天保工期
本报记者 童 政

“五一”期间，福建省不少企业加班加点，力求
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落下的订单补回来。

厦门太古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福厦两厂的三条
PET生产线和一条易拉罐生产线全部满产，生产
线工人三班倒，保持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我们
积极拥抱即将到来的旺季，为经济回暖按下‘加速
键’。”厦门太古可口可乐总经理杨小慧说。厦门
太古可口可乐在特殊时期关注员工福利，不仅没
有降薪、裁员，还在4月份给全体员工加薪，鼓舞
士气。在湖北籍员工全员到岗后，还为他们送上
了暖心的欢迎礼物。

在三明市梅列区的三钢集团生产车间内，机

器轰鸣声隆隆响起，熊熊炉火旺盛不熄。穿着蓝
色工服的工人和忙碌的生产线构成了“五一”最美
的风景。“‘五一’期间全体员工正常上班，每天钢
产量在3万吨左右。”三钢集团生产与能源管控中
心主任柯建祥告诉记者，为了把因疫情延误的时
间抢回来，三钢集团生产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
确保生产安全平稳运行。

据了解，为做好“五一”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福建省各级各部门以最快速度帮助企业协调解决
各项问题，夺回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同时落实落
细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在节日期间慰问坚守一线
的干部职工并开展安全生产督查，力保生产安全。

福建：力保薪酬增士气
本报记者 薛志伟

装配座椅、安装行李架、调试仪表盘……5月
1日，在位于江西省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江西
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里，几十名车
间工人正在对高端客车做最后的调试。

“‘五一’期间要加班加点确保100余台高端
客车全部下线。”该公司副总经理李晗告诉记者。
去年底，公司拿到中东市场500台批量订单，根据
合同规定，该批量客车要在今年3月起分批次发
运。“开工虽然晚了一两个星期，但在经开区及各
单位部门的协助下，我们把耽搁的工期‘抢’了回
来。”李晗说，由于车辆下线以后要制作临时牌照，
将耗费大量时间，对此，南昌经开区主动协调交管
部门，迅速制作大批量临时牌照，为企业出口订单
如期交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加上‘五一’期间赶工，我们能完成最后这
100余辆客车的交付。”李晗说，订单按期交付的
预期赢得了海外客户的信心，今年上半年公司销
售额比去年同期会有明显增长。

在全国建陶主产区江西省高安市建陶基
地，等待装货的卡车排成长龙。在罗斯福陶瓷
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上，市场部经理张文鹏指
着建陶产品向记者介绍：3月17日，公司大胆通
过线上直播举办新品发布会，全国各地经销商、
合作商等1.5万多人观看了直播，共收到2000
多万元的订单。“目前公司8条生产线24小时
满负荷生产，仍旧供不应求。”据了解，高安建陶
基地 2020 年第一季度园区内 41 家建陶企业
120条生产线全面复产。一季度，整个园区实
现销售金额28.5亿元，呈现产销两旺良好发展
势头。

江西：产销两旺势头好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4月江南春暖花开，景色宜人。位于吴江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苏州久富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厂区
内，一辆辆卡车整齐地停放在厂区内，等待装货。
几百名员工纷纷鼓足干劲抢生产保供应，力求最
短时间内将插秧机、打浆机等农业机械送到用户
手中。装配车间、焊接车间、下料车间等车间内，
到处是高速运转的机器和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苏州久富统筹抓好防
疫和复工，有序推进生产正常化。但复工初期，久
富面临着员工返厂受阻、供应商无法开工供货、物
流不畅通等诸多困境。2月份，久富20天的产能
不足以前2天的产能。3月份，产能仅恢复到以前
的六七成。久富成立了生产保障领导小组，每天
跟进保供和生产工作，确保物料可供、生产稳定、
信息畅通。目前，公司产能已经恢复到往年正常
水平。

“必须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最大限度降低疫
情造成的损失。”久富生产负责人郁涛说。农机销
售具有很强的季节性特征，一旦过了窗口期，农机
消费需求就会下降。今年受疫情影响，农机销售
窗口期从4个月缩短为2个月。为了赶在农机销
售旺季结束前把“失去的两个月”补回来，久富全
体员工积极开展线上营销服务，为用户提供线上
订机、线下提机服务。

让久富总经理徐正华惊喜的是，今年插秧

机市场需求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久富生产一
台就能销售一台。”他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前期
积压的消费需求集中在2个月内释放。此外，
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打工的农民留在家里种
地，增加了农机需求。

“这次疫情暴露出我们企业供应链存在很多
短板。”徐正华说，复工初期，上游零部件企业和下

游整机生产企业都面临着无法及时提供货源的问
题。为了及时获得零部件，久富不得不派人帮助
零部件生产企业，缓解零部件企业生产压力。这
场疫情使久富农机的危机应对意识大为提高，加
快了二期厂房、设备、生产线的施工建设进度。同
时，公司将科学储备物料，建立危机应对预案，以
应对可能发生的新危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全国人民
的生产生活节奏，也对农机行业的生产运营造成
了影响。为了保障春耕生产，农机企业积极有序
复工复产。目前受调查农机企业复工率接近
100%，企业产能逐步恢复。但在疫情大考之下，
农机行业暴露出很多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很多企业面临人手不足、供应链难以顺利衔
接以及交通不畅等问题，使得企业虽然复工，却无
法及时恢复产能。为此，农机企业在复工复产过
程中必须做出创新。针对人手不足的问题，农机
企业应当加快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步伐，推动国产

农机生产制造水平走上新台阶。针对供应链控制
能力差的问题，农机整机生产企业应当重视核心
部件自制能力，同时加强与供应商的利益关联，让
整个产业链协同作战，提高危机应对能力。针对
疫情期间线下销售无法顺利开展的问题，企业可
尝试云直播、云发布等非接触式线上营销服务。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负面影响仍在延续，农
机企业面临着市场需求疲软、原材料价格上涨、主
要零部件供应延迟或中断等困难。但困难与机遇
并存，农机行业应当提振信心，变中求新，在创新
中不断砥砺前行。

化危为机上台阶
□ 刘 慧

抓住窗口期 补齐供应链
——农机业抢抓生产助春耕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何学扣

本报伦敦电 记者马翩宇报道：英国《金
融时报》近日发表了对英国医学期刊《柳叶
刀》主编理查德·霍顿的采访。文章援引理查
德·霍顿的言论称，1月30日世卫组织就及
时宣布新冠病毒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
急事件”，却未引起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关注。
政府对科学界和世卫组织警告的忽视，使得
西方国家在应对疫情上表现不佳，没有及时
采取行动在早期遏制疫情，导致疫情带来的
社会和经济损失成倍放大。

霍顿表示，1月24日《柳叶刀》上发表了
一篇表明新的传染性病毒（新冠病毒）出现并
可能导致大流行的论文，但这篇文章却被英
国高层决策者忽视了。霍顿质疑为什么没有
官方机构，比如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顾问
小组，新型呼吸道病毒威胁咨询小组或英国
首席医务官、首席科学顾问等讨论这篇论
文？政府的委员会、办公室，以及所有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之间缺乏横向联系，
致使疫情被“后知后觉”。霍顿称，对新冠肺
炎疫情反应滞后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科学
决策失败。

霍顿还驳斥了“病毒的毁灭性暴发只可
以事后预见”的观点。霍顿称，1月24日，中
国科学家发表的一篇关于新冠病毒论文中，

“白纸黑字”地告诉世界各国“请立即采取行
动遏制新冠病毒蔓延”。一周后，在《柳叶刀》
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也警告说，新冠病毒不只
存在于武汉，病毒在全球主要城市持续暴发
可能会不可避免。政府需要制定应对计划和
遏制措施，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部署。

霍顿表示，与亚洲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在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上普遍表现不佳，还因为
他们是从流感角度评估新冠病毒的威胁。中
国有过2002年至2003年“非典”疫情应对经
验，担心新冠病毒会像当时“非典”疫情一样
蔓延，于是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但西方
国家对病毒威胁的“认知偏见”（认为这是一
个相对温和的流感病毒）却使我们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我们需要对此反思，对政府疫情应
对策略需要公开调查，并吸取经验教训。

对于西方一些政客对中国的疫情应对不
实责备和对世卫组织的指责，霍顿澄清说，世
卫组织发布紧急声明后不作为的是其他会员
国，而不是中国。让中国赔偿全球疫情大流
行造成的经济损失这种想法是完全荒谬的。

霍顿称，1月30日世卫组织就告诉了每
个国家要做好准备，却被我们忽视了，美国也
一样忽视了，这是不可原谅的。我们应该感
谢中国对新冠病毒的及时应对和警示。

《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表示

不作为的是世卫其他会员国而非中国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当地
时间5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新冠肺炎疫情例行新闻通报会上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仍是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谭德塞还介绍了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4
月30日再次就新冠肺炎疫情召开会议的相
关情况。谭德塞赞赏该委员会对世卫组织表
达的信心和信任，表示世卫组织将与各国及
伙伴合作，继续领导和协调全球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包括继续向所有国家提供技术
和后勤支持。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由来自
全球所有区域具有各种专门知识的独立国际
专家组成。此次会议审查了疫情演变并向世
卫组织和各国提出了相应建议。这些建议包

括世卫组织应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
粮农组织合作，通过国际科学合作努力查明
病毒的动物来源；继续支持各国维持基本卫
生服务，如疫苗接种、妇女妊娠和分娩保健，
以及包括精神卫生在内的非传染性疾病防治
等；鼓励各国继续实施全面疫情防控措施，包
括发现、隔离、检测和处理每一个病例，并追
踪每一个接触者；世卫组织将继续与各国和
伙伴合作，确保疫情应对所需的人道主义救
援货运作业及必要旅行成为可能，并推动各
国逐步恢复正常的旅客旅行。世卫组织鼓励
各国认真对待上述建议。随着对该病毒了解
增多，世卫组织将不断审查和更新相关建
议。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将在90
天内再次召开紧急委员会会议。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继续向各国提供技术和后勤支持

每逢灾害，吃饭问题往往成为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在越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
越南青年企业家黄俊英创造出大米自助提取
机，帮助缺少收入、遇到困难的民众吃上饭。

4月6日，黄俊英设立的第一台大米自提
机出现在越南胡志明市街头，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前去排队免费领取大米，每人每天可以
领取1公斤至3公斤大米。很快，大米自提
机出现在河内、岘港等地。

大米自提机通过一条长管道将大米从仓
库传到机器上，志愿者通过摄像头APP观察
前来领取大米者是否确实是困难群众，同时
避免了直接接触。为了保证防疫安全，领取

大米的人们要按照事先画好的标识保持2米
以上距离排队领取。有些地区还免费发放鸡
蛋、蔬菜等食品。一位妇女领取到大米后说：

“3公斤大米对于我的家庭来说，这是困难时
期的宝贵礼物。”

黄俊英表示：“吃饭是必不可少的基本需
求。我不想看到一个饥饿的孩子因为偷了几
块面包在人生中留下污点。我要做点什么让
大家都能吃上饭。我的目标是设立100台大
米自提机，帮助约100万人不饿肚子。”黄俊
英赢得了民众赞扬，也带动了更多善举。越
南各地越来越多的地方设立了大米自提机，
帮助困难群众渡过难关。

越南青年企业家黄俊英:

大米自提机助困难民众渡难关
本报驻河内记者 赵 青

上图 5月1日，陕西省
延安红星小镇项目的建设工
地，中建二局二公司项目部工
人正在忙碌。

鲜 康摄（中经视觉）

左图 “五一”期间，中
铁四局牡佳阳明制梁场工人
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造牡佳
高铁建设工程所用箱梁。

本报记者 苏大鹏
通讯员 谢 祥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