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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制造”展现城市担当

在这场分秒必争的阻击战里，爱心接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连日来，来自青岛的医用设备、防护物品等医用物资也源

源不断发往武汉。
1月27日中午，青岛接到工信部下达的2万套护目镜调拨任

务，第一时间找到符合要求的青岛百胜医疗公司。当天20时06
分，满载防疫物资的飞机到达武汉，带去了紧缺的 2 万套护目
镜，5300只一次性防护面罩。3天后，1.5万个、总计75箱医用
隔离面罩又从青岛百胜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发往武汉，通过
顺丰空运送达。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毒株检测难的问题，青岛汉唐生物仅用3
天就完成了能在1小时内快速测定疑似患者样本的通用型核酸检
测试剂盒的研制，首批检测试剂盒样品已发到武汉；耐德生物
作为国内知名的分子诊断POCT（即时检测）公司，在国内第一
批推出30分钟核酸快检解决方案并试制出试剂盒，大幅提高病
毒快检效率。

1 月 30 日，山东省规模最大的医疗改装车生产企业——青
岛胶州市索尔汽车有限公司医疗车装配车间内，返回公司的工
人加紧投入生产，开始为武汉等地安装制作救护车生产任务。

“我们本地工人收到加班通知后，立即回到岗位，还有外地工人
也正在返回途中，大家都认为这是社会责任义不容辞。”据企业
负责人王宁称，待工人全部到位后，公司日下线医疗车3-5台。

除医用物资外，青岛企业还依托自身行业特点和产品，为
支援武汉贡献力量。1 月 29 日下午 4 时 30 分，位于胶州的上合
示范区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里，一列满载胶州人民爱心的专列
鸣笛启运，列车上装的是近100吨新鲜有机蔬菜。这是继1月27
日第一批45吨爱心蔬菜驰援武汉之后，胶州发往武汉的第二列
蔬菜专列，也是胶州蔬菜捐助专列。据悉，胶州运往武汉的两
批近150吨蔬菜，已经送至武汉市东西湖区各一线抗疫单位。

青岛海尔则经过与武汉火神山新型肺炎专科医院施工承建
方沟通确认，为医院捐赠了其所需的自来水净化加热设备 22
台、开水器4套。此外，青岛海尔还先后向武汉市武昌医院、武
汉市第七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以及湖北省孝感市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孝感分院捐赠了海尔商用净水机。目前，这些净水机已经安
装到位并调试完成，保障近4000余人在医院的安全健康饮水。

越来越多来自青岛的爱心汇聚武汉，将助力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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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人
们的心。青岛在积极行动防控疫情的同时，还保障城
市正常经济发展和生活生产。对内，青岛出台18条政
策助中小企业渡难关，保障日常生活用品供给、装满
居民“菜篮子”，出台多项民生业务实现“不见面，网
上办”；对外，青岛展现城市担当，持续派出人力、发
出物资增援武汉，万众一心共同战“疫”。

18条新政让中小企业“暖心”

2月3日，一个文件为青岛当地企业发展注入强心剂。当天，青

岛出台 《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保经
营稳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重点支持中小企业保经营、稳发
展，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在稳定职工队伍方面，青岛实施援企稳岗、缓缴社会保险费、
支持鼓励各类灵活用工信息平台发挥作用等3项政策。在减轻企业负
担方面，青岛出台延期缴纳税款、减免中小企业税费、优化退税服
务、引导降低小微企业房租成本等4项政策。在加大金融支持方面，
青岛出台确保中小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缓解企业资金流动性困
难、降低企业首贷门槛、加大中小企业融资增信力度、鼓励地方金
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优惠服务等5项政策。在完善
政策执行方面，青岛出台加快支持企业发展资金兑现进度、规范行
政执法行为、建立企业应对疫情复工复产帮扶机制、建立清理和防
止拖欠账款长效机制、建立贸易纠纷专项法律援助机制、建立行业
专项政策支持机制等6项政策。

向全球发出在线招商邀请信

在这一特殊时期，青岛海内外招商交流的脚步并未中断，
仍在井然有序地开展。2月4日，青岛市商务局官方网站发布了
题为 《青岛：我们在线等您》 的一封信，向全球发出青岛在线
招商的诚挚邀请。

日前，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在青岛港装载近万箱出口商品启
程远航。青岛优良的营商环境，引发海内外企业持续加力。

大年初一，一个高端芯片封装项目来电确认落户青岛；一家
世界著名集装箱制造企业正在根据青岛方面提供的资料，制定工
厂扩建计划；美国的航电企业发来电子邮件交流投资环境；日本
亚洲投资株式会社在来信进行节日问候的同时，表示近日将就中
日食品合作项目确认工作方案；新加坡一家公司与青岛一家B型
保税仓运营商达成共识，成立跨境电商公司；适当时候，青岛商
务代表团还将赴俄罗斯与14个州的经济部门进行交流……

对于已经接洽、在谈的合作项目，青岛将通过邮件、视频、
电话等方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加快推进。凡是有新的对青合
作意向、建议、方案，只要发来邀约、明确方向、提出要求，青
岛将第一时间研究讨论，最高效率、最大诚意作出回应、落细落
实。如果确实需要当面对接，青岛也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在确保
安全的情况下，择定时间地点，共商合作。

疫情面前，隔离的是病毒，隔离不了携手发展的愿望，隔离
不 了 合 作 共 赢 的 期 盼 。 同 时 ， 青 岛 公 布 四 条 招 商 热 线 ：
0086-19853220206 （中 文）； 0086-19853220207 （英 文）；
0086-19853220208 （日文）； 0086-19853220209 （韩文）。另
外，青岛的招商邮箱为invest@qd.shandong.cn。

牵线搭桥助力企业复产复工

面对一直担心的原材料供应问题，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这
两天终于松了一口气。作为青岛口罩生产企业之一，面对疫情防控带
来的保障物资紧缺情况，海诺生物自农历大年三十就召集工人返厂复
工生产。但随着时间推移，库存原材料逐日减少。如何解决原材料问
题，持续保障口罩生产成为企业最焦急的问题。

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进行统筹调度，一
方面对跨省际的天津市某企业原料供应问题，上报国家工信部请求予
以协调解决；另一方面上报山东省工信厅协调省内企业对接落实原料
供应；同时调度联系市内企业协调解决。多管齐下，不到一天时间，
海诺生物便与山东俊富无纺布有限公司落实了原材料供应问题，企业
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

疫情发生以来，青岛已累计组织当地医用口罩、护目镜、消毒杀
菌用品、负压救护车等 18家重点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及相关配套产品
企业的复工复产，通过派驻驻厂联络员，逐一协调各种生产要素保
障，确保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与此同时，部分商贸企业出现了因员工暂时不能返青，劳动力不
足的问题；而另一些企业因不能正常开工而出现劳动力富余，短期内
难以消化用工成本。为缓解这种用工“两难”，青岛市商务局发起搭
建了青岛商贸企业疫期用工线上直播交流平台。借助这个用工平台，
目前已有利群、盒马、家乐福、真诚、友客、家佳源、大融城、波尼
亚、丽达、麦德龙、福兴祥等在内的 20余家企业开通了疫期用工直
播间并发布招聘岗位。

装满居民“菜篮子”

大白菜1.68元1斤、土豆2.5元1斤、圆葱1.9元1斤、奶白黄瓜
5.98元1斤、大油菜4.98元1斤……这是2月5日青岛利客来门店当日
上架新鲜蔬菜的销售价格。相较几天前，这些蔬菜价格都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

每晚 7 时，利客来生鲜团队的采购员苟涛就开始了一天的“战
斗”，城阳区蔬菜批发市场就是他的“战场”。从大年初二以来，公
司和这个蔬菜批发市场就是他两点一线生活的全部。像苟涛一样，
利客来生鲜团队还有40多名采购员，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奔赴各产
区、基地、批发市场，保证每天新鲜蔬菜通过他们的努力，送到利
客来的各大超市，进入千家万户的餐桌。

在青岛有着5家门店的盒马鲜生，覆盖人口超过100万，自春节
起，该企业启动紧急预案，从采购端、配送端、市场投放端全链条
入手，为青岛居民“菜篮子”不间断“加油”。盒马鲜生配送员有个
统一称号——“小马哥”。近来，一个个“小马哥”“全副武装”奔
走在青岛大街小巷。在订单最集中的初三初四，不少“小马哥”送
货到凌晨。“我们目前有近200位‘小马哥’负责订单配送。为保障
用户和‘小马哥’的安全，盒马 APP开通‘无接触配送’服务。用
户可以将送货地点约在小区物业门口、包裹暂存处、家门口等，接
到‘小马哥’送达电话后，用户可到约定地点取货。”青岛盒马物流
负责人郭晓霆介绍说。”

据青岛市商务局统计，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到 2020 年 2 月 4 日，
青岛共在 85 处蔬菜投放点投放了 8955.36 吨政府“菜篮子”储备商
品，其中蔬菜 7300.75 吨，猪肉 1654.61 吨。青岛批发市场从 1 月 28
日开市，比往年提前 4 天。1 月 28 日至 2 月 3 日，蔬菜的供应总量
7714吨。在价格方面，自 1月 30日至今，每天价格都在下降，市场
供应充足。

青岛多个部门开通网上办理通道，实现疫
情期间“能线上解决的就不当面办”。

青岛市医保局进一步优化医保经办服务，
门诊大病、医保征缴、社保卡金一次性支付、
异地就医报备报销等医保高频服务事项网上办
理更加方便，同时还拓展了掌上办、电话办、
邮寄办、延迟办等方式，推行医保业务“不见
面”办理。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倡导市民
网上办事，发挥人社综合网办率超过 95%的优
势，让企事业单位和群众通过网办平台完成业
务办理，确需到大厅现场办理的，采取预约机
制。针对处理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系、医护

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伤权益保障维护、保障劳
动者劳动人事仲裁权益、严防人社业务领域人
员聚集性疫情发生、保障广大人社基层服务窗
口的疫情防控和人员安全等，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也分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青岛银监局督促指导各银行保险机构及时
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强化疫情防控金融支
持。青岛银行仅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对思迈

（青岛） 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贷款业
务，贷款利率优惠幅度超过 50%，是春节以来
青岛金融机构为抗击疫情发放的第一笔贷款；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紧急协调海外付款服
务，为进口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保驾护航；兴业

银行青岛分行累计为 3 家医疗用品公司审批授
信额度1.8亿元。同时，各保险机构全面简化理
赔流程，开通绿色理赔通道，优先响应与疫情
相关的理赔报案，安排专人负责理赔服务，启
动特案预赔服务，降低客户医疗费用压力。

对于百姓关心的有关疫情防控问题，青岛
“12345”热线可以帮助解答。对咨询类问题，
青岛组织医护专家在 12345 开辟专席解答。对
投诉类问题，第一时间转相关部门查处或整
改。对提出的建议，及时提交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研究，目前已有多项措施正在落实。

一项项涉及民生的特殊措施相继出台，为
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提供更多保障。

“岛城”医生驰援“江城”

“岛城”青岛与“江城”武汉，相距1000公里左右，江海遥
望，情系一心。

在万家灯火的除夕夜，青岛医护人员逆行千里，奔赴湖北
疫情防控第一线。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感科医生秦文作为国家
卫生健康委院感防控专家组成员，也是青岛第一位前去援助的
医生，率先抵达武汉。

同样在这天，青岛市市立医院接到通知，选派医护人员参
加山东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接到指令一个小时以内，医
疗队组建完毕。每个人接到支援湖北的紧急通知时，都只有简
短的两句话：“没问题，我可以。”“不用和家人商量，可以马上
定。”

“大家早就做好了驰援湖北的决定，在召集令下达前，我就
与科里的其他 15 名医护人员在集体请战书上签名并按下手印，
主动申请进入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为祖国和人民的安康而奋
斗。”青岛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徐德祥介绍
说。

1月26日凌晨2时，青岛市市立医院第二批8名医护人员代
表青岛参加山东省首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抵达湖北黄冈。1月30
日，青岛思达心脏医院联合青岛颐生健中西医结合骨伤医院派
出8名医务人员出发支援武汉，这是由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
组织的全国首支向疫区派出的医疗救援队……

越来越多的青岛医生、护士主动请缨，用实际行动为武汉
加油，抗击疫情，众志成城。截至2月4日，青岛已先后派出四
批专家和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已有39名医务人员赶赴湖北。

民生业务“不见面”也能“网上办”

青岛市市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准备出发前往武汉。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服务窗口。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青岛利客来集团储
备了充足的84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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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一盒马鲜生超市
内，员工在上新货，确保
物资供应充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