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0年2月10日 星期一 庚子年正月十七

今日12版 第10866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2020年2月10日 星期一 庚子年正月十七

今日12版 第10866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
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致
电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
亚贝巴举行的非洲联盟第
33 届首脑会议，向非洲国
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去年以
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
洲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
际的发展道路，坚持以非洲
方式解决非洲问题，非洲大
陆自贸区正式启动，非洲联
合自强脚步扎实迈进，国际
影响不断提升。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
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
期。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引领中非友好掀起新热潮，
峰会成果推进落实为各领域
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共
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
体，符合中非人民共同利
益。中方将继续秉持真实亲
诚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全面推动落实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加速推进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为非洲发展振
兴作出更大贡献，更好造福
中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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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春节注定会让海内外中华
儿女刻骨铭心。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防护物资四处告急；国
外，拉网搜索不计代价，海陆空运
奔向中国。

“只要祖 （籍） 国需要，我们
竭尽全力。”庚子鼠年伊始，海外
侨胞的心声澎湃成歌，飘扬在神州
大地；海外侨胞的行动幻化为诗，
书写在蓝色星球。

这是一次海外侨胞总动员。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6000 多万海外侨
胞，不约而同，自发组织。从捐款到
捐物，他们希望国内兄弟姐妹能拿
到急缺物资。从对防护物资一无所
知到对照标准精准购买，他们笑言
自己学成了“专家”。从全力驰援武
汉到支援全国各地，他们的捐赠一
波接着一波。“身在海外，我们真的

想为祖（籍）国做点事情。”他们说。
这是一次不计代价的付出。他

们“扫街”，一个药店一个药店地
跑。他们动用积攒多年的人脉，电
话打爆。他们直奔厂家，尽可能直
接锁定货源。他们跨越国境，寻找
符合标准的物资。他们万般遗憾，
早期能买到货的时候买得不够多。
他们顾着为祖 （籍） 国捐赠，忘了
自家工厂需求。他们看着涨了 5 倍
甚至 10 倍的价格，眼睛都不眨一

下，只怕自己买不到。他们为了尽
快把物资送到中国，不惜使用高价
快递。“不问价格，国内所需就是
我们的目标。”他们说。

这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国内
疫情，来势汹汹。争分夺秒，他们
几天几夜连轴转，不断刷新物资从
购买到抵达的用时纪录。疫情蔓
延，运输告急。想方设法，他们搭上

“末班机”，拿出“史上最长托运单”。
航班停飞，他们四处奔波，包机货

运。“生死时速，只为国内一线人员
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他们说。

这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一批批
捐赠物资从海外到国内一线人员手
中，战线长，环节多，环环相扣，
缺一不可。每个人都在努力为疫情
防控贡献一份力。在泰国，除了中
国的航空公司，华人经营的航空快
递公司也免费承担起运输任务。在
意大利，侨胞舍弃陪伴家人的机
会，主动承担带货使命。在中国，

无论是海关还是清关公司，无论是
慈善机构还是涉侨部门，无不迅速
行动，加快流程，加班加点保证捐
赠物资顺利接收。“积极主动，每
个人都很给力。”他们说。

海内海外，血浓于水。海外侨
胞用自己的竭尽全力强化了千万人
的防护，也温暖了亿万人的心。那
些刷屏的故事饱含记录者的感动，
而每一次转发都是一次情不自禁。

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海外侨

胞用自己的竭尽全力赢得了驻在国
民众的尊重。日本邮局快递员的鞠
躬和一句“希望中国能早点好起来”
让人泪目。意大利佛罗伦萨街头戴
着口罩蒙着眼睛的中国男孩得到的
每一个拥抱都让人心更加柔软。

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终究
会成就更好的自己。个人如此，国家
亦如此。海外侨胞的竭尽全力让我
们更加坚信：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
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只要祖（籍）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
■ 张 红

本报南京 2月 9日电 （记者何
聪、王伟健） 2月 9日，位于江苏省
苏州市吴江区的刚松防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线上一片忙碌——这
是该企业复产的第7天。这家面临困
境的企业能够迅速复产，与苏州日
前下出的这盘“先手棋”有关。

为 防 止 疫 情 影 响 企 业 生 产 经
营，苏州提早谋划。据苏州市金融
监管局副局长宋继峰介绍，这盘

“先手棋”有三个“着力点”：
首先，确保政策全覆盖。政策

从重点支持抗疫防疫企业扩大到了
所有中小企业，确保小微企业信贷
余额不下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以
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小微企
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

第二，确保融资成本低。目前苏
州各银行将通过展期、无还本续贷、
信贷重组、减免逾期利息、优化征信
报送等方式对相关企业予以全力支
持，充分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第三，确保服务精准化。针对
企业复工，面临外地员工返苏上岗
挑战，用工风险和成本增加等难
题，苏州实施援企稳岗政策，推出
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
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等多项举措。据介绍，此举共惠
及9.83万户企业，金额1亿多元，本
月将发放到位。同时，苏州各银行
开始对中小微、无贷款企业特别是
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进行顾问服务，
实现企业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匹
配、转化。目前，首批13712户企业
访问工作已全部完成。

有了政策“指挥棒”，苏州的金
融机构和企业全都动起来了。苏州
各银行主动了解企业的资金需求和
实际困难。一家小微客户接到武汉
护目镜订单，正愁生产资金，中国
农业银行苏州分行马上为其办理了
30 万元线上信贷资金。中国银行苏
州分行吴中支行了解到辖内某医药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资金紧张，2 月 3
日当天便完成了 2000 万元专项贷款
投放……

本报杭州 2月 9日电 （记者顾
春）“说实话，这次疫情，一度让我
对企业的前景感到担心。有了政府

的这套‘组合拳’，我的心里踏实
了。”浙江焜腾红外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詹建龙对记者说。

面对疫情影响，浙江省嘉兴市一
方面为企业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
设法保障职工权益。这些措施，为企
业渡过难关提供了强力支撑。

这套“组合拳”，包括出台援企
稳岗政策，支持企业尽快恢复生
产：继续实行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费率、工伤保险费率的政策，对困
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的补贴政
策，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
恢复有望、坚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企业和
职工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 50%；
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继续按企业和
职工实际缴纳上一年度社会保险费
的一定比例返还给企业；受疫情影
响，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确
实无力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中小
企业，按规定经批准后，可缓缴养
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费，
缓缴期最长6个月。

此外，市人社局也推出了系列
服务企业用工政策：在嘉兴人事人
才网开辟“春风行动·就业援助网上
专场招聘会”专栏，企业可免费发

布招工信息，目前已有600多家企业
发布了近1.5万个岗位；通过微信公
众号、手机 APP 等及时推送岗位信
息，帮助企业复工后招收劳动力和
引进人才；开通高校就业网招聘渠
道，与国内知名高校、职业院校进
行对接，开展“千企业百校行”网
上招聘活动；全面调查摸底当地劳
动力资源，组织开展本地劳动力

“余缺调剂”，“一对一”对接有用工
需求的企业。

为保障职工权益，市人力社保
局规定：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隔离治疗
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各地采取封
闭疫区等紧急措施不能按期返岗的
职工，企业须保留工作岗位并不得
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职工待遇受
到保障，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期间
企业支付职工正常的工资报酬、因
政府采取封锁疫区等紧急措施导致
职工不能按期返岗的，企业按照停
工、停产规定支付职工报酬，这给
职工吃下“定心丸”。

苏州下出“先手棋”帮企业复工解困

嘉兴打出“组合拳”为企业稳岗助力

编者按：当前，不少地区在做好防控疫情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为企业复

工复产做准备：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或通过保障职工权益稳定用工队伍，或

加大投资为经济注入活力……今天推出的苏州、嘉兴两地的做法，就是各地积

极作为的一个缩影。我们相信，只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各地众志成城齐发力，

我们不仅能打赢这场防疫战，中国经济也能健康运行。

一

疫情告急！可用于消毒的医用酒精却没
有着落！

在河南邓州彭桥镇疫情防控指挥部里，
“编外雷锋团”彭桥卫生排排长曾伟急得转
磨磨。

无奈，他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求助信
息，希望有热心人能够提供帮助。

未几，刘集镇户周村村民陈红回信息：
“曾排长，家里还有一些纯粮白酒，温热后
能否杀菌？如果中，马上送来！”

这通电话让曾伟感到温暖，但他还是婉
拒了陈红的好意：“嫂子，光是纯粮白酒还
不中，只有75度酒精才能杀毒……”

电话那头沉寂了。曾排长也继续在屋里
转磨磨。

二

邓州紧挨湖北，有不少乡亲常年在武汉
务工。瞧，年跟前了，一批一批务工人员揣
着沉甸甸的收获回乡。

根据上级布置，为了安全过节，彭桥镇
有 80 多位武汉务工返乡人员亟需隔离检
查。可现在，医用酒精到处买不着……

周太林、陈红夫妇，是邓州市刘集镇户
周村普通村民，夫妻俩经营一家黄酒厂，销
量不错，日子过得美气得很。

从电视上看到防疫情况吃紧，俩人就一
直思谋着帮上一把。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可
没想到……

放下曾排长的电话，陈红有些失落，
饭也吃不香了。她把电话打给提前回厂的
老伴周太林。周太林提醒她：“干着急有
啥用？咱厂有套蒸馏设备，能把酒提纯成
酒精。”

“啊，这中？”陈红一下子活泛了，立
即将老伴的想法告知曾排长。“没错！老
周的办法，中！真中！酒精浓度只要达到

75 度，就可以杀毒。”曾排长是村医，懂
得多。

“你需要多少？”
“大约300斤！”
“中！我们连夜生产。”

三

厂里工人师傅们都回家过年了，设备也
早封起来了。周太林、陈红相互搭把手，吃

力地将近两百斤的锅炉抬到固定位置，小心
翼翼地支好。随后，他们又检查了一遍管
道……一晃眼功夫，天已经麻麻亮了。

凌晨 5 点多，村里各户人家睡得正香，
周家厂房里锅灶烧水声“滋滋啦啦”响了起
来。夫妇俩穿着工作服，倒出白酒放入锅炉
蒸馏，眼睛一眨不眨盯着刻度变化——提纯
酒精这事儿，可来不得半点马虎，既要保障
生产安全，又要让提取出来的酒精符合医用

“75度”标准。
一直到下午 3 点左右，300 斤酒精终于

提纯完毕。陈红、周太林都散了架般瘫坐在
地上。

送酒精的时候，曾伟又“布置”了新的
任务：市里许多单位都缺医用酒精呢！

夫妻俩又忙了起来，从 1 月 30 日晚上
到 2 月 5 日下午，连续六天六夜，俩人换着
班干。

从酒里提纯酒精，十分浪费原料。4斤
成品酒，差不多只能蒸馏出1斤酒精。厂里
库存的白酒不多，很快就用完了，他们又把
库存的黄酒拿出来蒸。

几天下来，周太林、陈红夫妇一共提
纯了 1300 多斤酒精，用去了一吨白酒、两
吨黄酒。

“老周，你这可解了大家燃眉之急！提
纯酒精这事儿，我懂——倒进去得多，提出
来得少，你这下损失可大了！”曾伟有些过
意不去。

“老曾，你这可就见外了！电视里不是
说，疫情就是命令嘛！酒能再酿，钱能再
挣，救命最要紧。”夫妻俩嘴里说着，手上
还在忙着呢。

75 度 的 温 暖
本报记者 陈振凯 毕京津 卢泽华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控疫情控疫情

陈红在自家酒厂提纯酒精。 曾 倩摄陈红在自家酒厂提纯酒精。 曾 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