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企携手各国合作伙伴建医院、保物资、稳供应——

参与全球战疫 彰显中国担当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的
生
动
实
践

□
齐

慧

中国电建：

捐赠物资助乌干达抗疫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近日，中央企业不同国籍的一线员工唱

响合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歌曲《日月同天》，
引发海内外网友共鸣。“团结一心，携手并
进，才能克服各种困难！”

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中央企业积
极投身全球疫情阻击战，在疫情防控、防疫
物资保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他们和各国合作伙伴守望相
助，共克时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力量。

建设海外版“火神山”医院

“100张床位、2间手术室、重症监护室
及消毒中心，并配齐透析设备，恳请项目实
施团队配合在一周内准备好！”

3月17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收到阿
利玛医院项目业主发来的紧急请求。疫情
之下，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防控压力巨
大。中国铁建国际集团作为该医院的承建
方，挺身而出。

“在防疫期间实施抢工，挑战比以往更
大。但为了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我们会像
国内抢建火神山医院一样担起责任。”项目
负责人李东生说。

集团项目部紧急协调多方资源，克服设
备材料运输效率低等困难，先后投入150余
人，累计加班上万工时，完成了提供应急病
房和设施的紧急任务，并于4月2日正式移
交医院。

“阿利玛医院项目为特多人民提供了最
高级别的防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基
思·罗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当地时间
4月11日上午，基思·罗利总理一行视察阿
利玛医院项目，对项目部紧急改造的防疫设
施给予高度评价。

急防控之所急。包括中国铁建在内的
建筑央企在海外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
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投身境外版“火神山医
院”的建设之中，展现央企速度和责任担当。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建筑无偿承接该国
第一家中资医院爱菲医院隔离病房的改造
任务。3月18日，中国建筑组建30多名中
埃员工团队火速进场。团队边设计、边审
图、边施工，并在改造中不断调整完善设计
方案和施工工艺，昼夜不停作业，仅用5天
就完成了任务。

在厄瓜多尔和塞内加尔，由中国中铁一
局承建的厄瓜多尔基多南部医院和援塞内
加尔妇幼医院，被两国政府指定为新冠肺炎
定点救治医院，在当地疫情防控中承担着重
要使命。

在安哥拉，中国铁建中铁二十局集团参
与建设的安哥拉万博省疫情防控隔离医院
已正式交付。接到政府支援请求后，中铁二
十局集团安哥拉国际公司立即从周边项目
部抽调2名电工及12名当地员工驰援现场。

“时间很紧张，我们早一分钟完成任务，
安方人民的安全就能提前有了保障。”参与
建设任务的中方员工步延辉表示。看着同
事们在现场忙碌的身影，同为援建人员的安
方员工若昂·奇普西拉很受感动：“很高兴能
在这样的企业工作，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般
的帮助与温暖。”

加大防疫物资供应

面对疫情在全球蔓延，中央企业积极对
外援助、出口医疗防护物资，为全球抗疫提

供重要的物资保障。仅捐赠一项，经初步统
计，63家中央企业已向96个国家（地区）累
计捐赠口罩1124万只、防护服8万套、手套
112万双、护目镜3万副……

3月20日下午，在一场防疫物资交付
仪式上，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公使德玛睿紧紧
握住了中国医药董事长高渝文的手。他为
此次能收到整整100万只欧标医用口罩感
到惊喜，以至于“疫情期间不提倡握手”的建
议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3月15日，意大利民事保护署与中国
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800万
只欧标医用口罩的供货协议，协议约定首批
物资的交付时间是3月24日。但由于意大
利国内疫情快速蔓延，19日凌晨5点，意方
紧急致电中国医药，请求于3月20日提前
交付一部分物资，“能组织到多少算多少”。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不能辜负这
份友谊和信任！”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紧
张的阶段，中国医药曾从意大利进口了口
罩、防护服和医用护目镜等防护物资。对于
意方的急需，中国医药感同身受，第一时间
组织所属中国医保和各商业企业，全体系联
动筹措货源，克服重重困难，保证了20日按
时交付。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中国
医药充分发挥进出口平台专业能力和全球
商业网络布局优势，严把质量关，积极开展
防疫物资援外和出口工作。截至5月4日，
中国医药已对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
防疫物资援助和支持，已累计签约各类防疫
物资6亿多件。

“现在国外订单量很大，每天大约能接
到口罩订单100万只以上。”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所属湖北华强公司董事长王冬民说，截
至4月30日，已累计生产口罩1027万只，
出口西班牙、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
KN95口罩132万只，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
65万只。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所属华中光电、湖南
云箭也在积极行动。华中光电自主研制的

医用护目镜成功通过欧盟CE认证，目前已
接到来自欧盟国家超过10万副订单。湖南
云箭推出3D打印医用护目镜，积极协助国
家有关机构紧急捐赠意大利1000副3D打
印医用护目镜；配合湖南省外事办向多个国
家销售2.5万副医用护目镜。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敬桢日前表示，国药集团也在开展国际
援助和国际政府间采购，已与88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签约3.6亿件，已向64个国家发货
1亿多件。

为更好、更快满足受疫情影响国家的防
疫物资需求，国药集团多措并举，综合利用
运输通道，与各国人民携手架起抗疫补给
线、连心桥。4月19日深夜，满载国药国际
2000万只口罩的中欧班列，驶往莫斯科。
而在一个月前，国药嘉远接到采购215台呼
吸机的紧急询单，历经72小时的奋战，从三
地筹集货源到货物送上航班，为万里之遥的
摩洛哥解决了燃眉之急。

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当前，央企境外机构和项目遍及180多
个国家（地区）。面对疫情挑战，中央企业积
极推进海外项目防疫抗疫、复工复产，为助
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共建“一带一路”而
拼搏。

4月21日，乌兹别克斯坦水电能源公
司向中国电建致信，对中国电建在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克服困难完成下博兹苏伊14号电
站2号机组并网发电表达由衷的感谢，并对
2020年4月19日本台机组完成了首个百万
千瓦时发电表示祝贺。

据悉，3月23日，由中国电建所属成都
院负责设计与设备成套任务、电建市政公司
负责施工的乌兹别克斯坦电站3座水电站
技改项目的首台机组——下博兹苏伊14号
电站2号机组，抢在首都塔什干市“封城”前
的最后一刻，完成全部并网发电试验。为该
国在“非常时期”首都地区民用及医疗电力

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1日，中老铁路重难点工程之一的

普亚村一号隧道较计划提前83天贯通，为
实现全线顺利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老
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陆锁国
变陆联国”战略的对接项目，也是首条以中
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
使用中国装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
国际铁路。

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中老铁路的中国
建设者们坚持“强隔离、零感染、两不误”的
工作目标，坚持人员网格式管理、工地封闭
式施工，有序推进工程建设。老挝公共工程
与交通运输部部长本占表示：“施工现场有
很好的防疫措施，各项管理非常标准规范。
中企攻坚克难确保施工进度，让我们对战胜
疫情、恢复经济充满信心。”

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牵一发而动
全身。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包
括央企在内的中国骨干企业勇于担当、迎难
而上，奋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在印
度尼西亚投产的水泥生产线项目，在原有专
家因为疫情临时从现场撤离的情况下，从印
度尼西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缅甸派
专业人员到现场调试，同时在国内组织远程
指挥调试，提前实现印尼BAYAH二期万
吨线项目点火目标，可为印尼基础设施建设
每年提供360万吨优质水泥，稳定了生产供
应链。

中国电子旗下深科技是金士顿、希捷、
西部数据等行业巨头的重要供应商，一旦停
产将会对全球行业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最
新数据显示，深科技全面复工，在岗员工已
达95%以上。通过上下游联动、政企协同，
深科技沛顿作为最大的本土高端存储芯片
封测企业、全球第一大独立内存品牌的重要
制造商，已恢复正常生产。

“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中国企业用行
动说话。”深科技沛顿生产计划及物流总监
翟铁涛表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程中，我国民航
三大航空公司积极行动，保障赴外救援医疗
队和急需物资运输。他们随时待命，克服困
难，锻造出一支不负使命的运输“铁军”。

3月11日21时许，接到民航局发来的
紧急运输中国赴意大利专家组和防疫物资
包机任务后，东航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连夜
召开准备会，考虑到医疗物资体积大、不耐
压，虽然专家组一行仅有9人，A330宽体机
即可承运，但为了让发往意大利的防疫物资
能顺畅安全运输。东航研究决定，派出腹舱
容量更大、机龄不到1年的最新锐A350—
900机型执行这一航班。

“中意航线已经临时停运，所以包机必
须取得当地起落批复。”东航国防动员办公
室副主任彭海彦介绍，东航总部的运行控制
等部门与罗马当地营业部密切配合，最终在
北京时间12日零点刚过，获得了意大利方
面的包机批复。

为保障中国首班援外防疫专家组包机
飞行，东航上海飞行本部从高手云集的
A350飞行团队优中选优，挑选了3名经验
丰富、技术出色的党员机长执飞航班。

东航地服人员接到任务后立即紧急
组织保障小组，开设值机专柜、准备行李
专用集装箱，在上海浦东机场T1航站楼
值机大厅，现场工作人员全程安排专人搭
建快速服务通道，保障医疗队成员办理手
续、填报信息、顺利值机……终于，意大利
时间3月12日22：25分，航班降落罗马菲
乌米奇诺机场。3月18日11：26分，东航
第二架援外抗疫专家组包机MU7041从
上海起飞，运送第二批中国赴意大利抗疫
医疗专家组一行13人和17.3吨物资飞往
意大利米兰。

抗疫物资集结、装机是一项非常紧急的
任务。负责物资运输、保障任务的东航物流
快速完成抗疫物资的适航包装、运单材料、

资质证明、关务双清等空运前后端延伸各环
节服务。3月17日11时，来自浙江、江苏等
地的抗疫物资陆续运至东航物流上海浦东
机场北区货站，东航物流全程启动绿色通
道，无缝衔接，高效完成收运、打板、驳运、装
机等各环节工作。

受疫情影响，全球大多数客运航班暂
停，而防疫物资需求旺盛。南航迅速行动，
加紧布局“客改货”航班运输。

4月17日，南航新疆分公司CZ6007和
CZ8145“客改货”包机航班陆续起飞，将11
吨物资分别运往伊斯兰堡和阿拉木图。4
月28日、29日，南航3个“客改货”航班搭载
46吨医疗和防疫物资分别前往巴基斯坦伊
斯兰堡和奥地利维也纳。

为做好“客改货”航班保障工作，南航新
疆分公司提前准备飞机，组织货物装机，与
海关等监管单位协作开通绿色通道，保证货
物顺利通关，并选派资深技术骨干飞行团队

执行航班任务。从接到任务到飞机起飞，整
个保障流程不到24小时。

截至4月28日，南航已顺利完成344
架次无票和无座航班，将3865吨货物运往
意大利、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土耳其、马
来西亚、肯尼亚、日本、韩国等22个国家和
地区。

国航也在积极行动。3月28日11：26
分，国航CA085航班搭载山东省赴英国联
合工作组15名成员从济南遥墙机场飞赴伦
敦希斯罗机场，同机运达的还有17.5吨的
防疫物资。山东省赴英国联合工作组一行
包括6名专家，携带了中医药、防疫知识宣
教品、防护用品等防疫物资，协助做好当地
同胞的防疫保护工作，支援当地抗击疫情。

为完成好这次包机任务，国航精心安
排，选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突出的飞
行、客舱骨干组成机组承担保障任务，同时
积极调配运力，抽调A330—200客机执飞。

保障赴外救援医疗队和急需物资运输——

三大民航公司架起应急运输空中通道
本报记者 崔国强

中国医药向墨西哥出口口罩、手套
支援当地防疫；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圆满
完成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版“火神山”医院
抢建任务；中国建筑向埃及捐赠呼吸机、
手套、防护服、口罩等防护物资；中国铁
建派出防疫工作组驰援尼日利亚……新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广大国企
在做好国内抗疫工作的同时，积极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世界各国共
同抗疫，为全球抗疫带来了积极效果，用
行动展现了中国国企的责任与担当，受
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国企参与全球抗疫，为全世界抗疫
提供了经验支持。在我国疫情防控中，
广大国有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有的马上
转产生产医疗防护物资，有的支援专门
医院、方舱医院建设，有的加快病理研
究、研发相关医药和治疗手段。通过他
们的努力，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
此过程中，各国企积累了抗疫的丰富经
验。疫情在全球暴发后，央企积极参与
国际抗疫，或通过视频或派出工作组，毫
无保留地将经验分享给全世界，此举有
助于加快疫情控制，稳定全球信心。

国企参与全球抗疫，保障了全球产
业链供应链的畅通。经济全球化时代，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产业协作
格局早已形成。而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的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国际
疫情持续蔓延，部分国家生产停滞继而
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风险上
升。物资短缺尤其是医疗和防护物资缺
乏成为各国防疫的重大障碍。我国拥有
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制造业体
系，在经历了最初的供应紧张后，以央企
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产能全开，为世界各
国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物资，保障其社
会正常运转。

国企参与全球抗疫，更体现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新冠病毒是对全人
类的威胁。而且新冠病毒传播力极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
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在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过程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而以央企为
代表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抗疫，用各种方式对各国提供支
援，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感受到
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和决心。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
区、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共同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年来，我国国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提升科技水平、管
理效率，自身实力明显提升，这也是国企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现
优异的原因。与此同时，国企也更加开放，“走出去”步伐明显加
快。此次参与全球抗疫，国企展现了诚意和实力，与相关国家和
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国坚持打开开放大门的前提下，相
信之后国企的出海之路会越走越顺。

本报讯 记者齐慧报道：随着乌干达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日
趋严峻，中国电建伸出援手，捐赠物资助力当地抗疫，得到乌干
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好评。

4月8日，中国电建卡鲁玛项目助力乌干达抗击疫情捐赠仪
式在该国卫生部举行，项目方现场移交了包括玉米粉、食用油、
应急通信设备和5000万乌干达先令现金（约10万元人民币）。
当天晚上，乌干达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高度评价这次捐赠活
动，并为中国电建卡鲁玛项目点赞。

乌干达卫生部长简·阿曾对中国电建的捐赠表示了衷心感
谢，同时对中国取得的抗疫成就表示钦佩，并表示乌政府有信心
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疫情传播，把疫情对乌干达人民身体健康、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影响降到最低。

代表中国电建现场捐赠的卡鲁玛水电站812联营体副总经
理李季表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面前，每个人、每个企业
都不能置身事外，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战胜疫情。

卡鲁玛水电站总装机容量600兆瓦，是中乌两国元首共同
推动的工程，承载着乌干达富民强国的百年梦想。该项目雇用
了6000多名乌干达当地人，占总员工比例87%。水电站建成
后，每年将为乌干达提供40亿千瓦时低廉稳定的电力，并带来
2亿多美元电力收入。

本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申阳报道：由中铁北京工程局参
建的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项目是连接孟加拉首都达卡
到西部城市杰索尔的交通大动脉，贯穿帕德玛河，该铁路项目和
中国中铁承建的孟加拉帕德玛大桥项目承载着孟加拉人民经济
社会腾飞的梦想，备受中孟两国高层高度关注，是孟加拉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点工程。

3月的孟加拉国已经十分炎热，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态
势不容乐观。中铁北京工程局孟加拉铁路项目部在孟加拉有
150余名中国工人和700名孟籍员工，大部分孟籍员工都是周
边村民。3月中旬，刚开完监理月例会返回营地的项目部副经
理王延江立即组织召开了防疫工作专题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
施，包括实行领导带班检查、工区领导责任包保，临时搭建简易
房屋、租赁民房等措施，对中孟劳务工人分开集中管理，减少与
外界接触，降低感染风险等。

针对疫情防控出现的新问题，王延江重点针对孟籍员工和
周边村民加强防疫宣传，同时向所有孟籍员工发放了暂缓休假
告知书，让孟籍员工充分认识到其目的是控制疫情，休假返程可
能导致感染风险，从而稳定了孟籍员工队伍。一个多月以来，项
目克服了生产和防疫的工作压力，三月份单月产值超过8000万
元，项目也正在有序推进中。

中铁北京工程局：

孟加拉铁路项目不停工

3月20日，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公使德玛睿（右）赶到援意防疫物资交付现场，向中国医药表示感谢。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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