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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保持正常经济社会
秩序至关重要。近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
合全行业共同发起“保障供应，稳定物价，持
续开业”倡议，盒马、华润万家、大润发、沃尔
玛、家乐福、永辉、超市发、物美等近300家零
售企业约20万个门店积极响应，覆盖全国大
部分地级以上城市。

专家指出，保供稳价是一场一定要打
赢的硬仗，确保品牌连锁零售门店正常营
业，不仅有利于稳定供给、稳定物价，更
有利于稳定市场情绪和预期。

日常供应不打烊、不断货

据介绍，“保障供应，稳定物价，持续开
业”倡议发出后，近300家零售连锁企业做出
承诺：多方筹措货源，及时补货，重点保障
米、面、油、蔬菜、肉、蛋、奶、方便面等生活必
需品供应，引导消费者适度购买、无需囤货。
这些企业同时加强连锁门店价格行为统一
管理，将积极开辟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低
价、平价生活必需品销售专区，坚决杜绝哄
抬物价、囤积居奇等行为。

2月8日上午，北京居民陈女士通过手
机上的盒马 APP 下单了香椿、菠菜、里脊
肉、智利车厘子，约定了送货时间。下午4
时 10分，快递员准时把新鲜的食品送到小
区门口。“前阵子新鲜菜少，送货不好约。
现在我感觉基本恢复正常，商品也很丰
富，只要取货时做好防护就行了。心里踏

实了许多。”
阿里巴巴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介

绍，“目前，盒马在全国的物资供应非常稳
定。盒马联合饿了么平台，在满足消费者
线上购物需求的同时，还利用线下蔬果合
作基地直采供货、骑手配送到家的供应链
路，确保居民生鲜供应不打烊、不涨价、
不断货。”

为了给顾客提供安心安全的购物环
境，各大零售门店按照有关要求全面加强
了卫生消毒，并做好员工自身防护检查。
地面、购物车 （筐）、扶手等，大多做到一
天2次以上消毒；食品接触面、刀具、加工
生产工具等实时除菌消毒。

生产稳定、物流到位

零售门店商品充足，背后是“菜篮
子”“米袋子”“果盘子”的稳定生产、物
流到位。据介绍，中粮集团积极组织货
源，每天发往武汉市场的大米超过 200吨、
面粉面条合计约 50 吨、食用油约 300 吨。
中盐集团提前与武汉市政府协商开通食盐
运输绿色通道事宜，确定 24辆应急物资运
输车辆，组织节日休假职工近百人做好装
车发运准备，确保武汉市及湖北省疫区的
食盐需求。

多地积极响应，保证供应充足。北京
制定《生活必需品供应保障工作方案》，春
节前投放储备冻猪肉 4000余吨，要求本市

7家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14家连锁超市、
15家连锁餐饮企业和10家蔬菜直营直供企
业同时开展蔬菜联合保供工作。江苏在春
节前累计投放储备肉达 3500吨，动员盒马
鲜生、永辉等大型连锁企业，加大生鲜、
副产品、方便食品市场供应。

商家纷纷承诺不涨价。浙江省金华市
市场监管局发起防疫产品销售公开承诺活
动倡议，848家药品零售企业公开承诺相关
药品、产品绝不涨价。厦门上千家药店承
诺口罩零售售价不超过进价 35%，酒精等
消毒用品零售售价不超过进价 30%等。江
苏省太仓市 58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承诺不
囤积货物，不哄抬物价。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
任赵萍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抗击疫情的过
程中，一些人隔离在家，多数人自己做
饭。这时，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有助于
稳住人心，使人们愿意居家隔离，共同参
与到抗击疫情中。”

做更充分的准备

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下，目前各地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运行基
本平稳。

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粮油价格保持
平稳，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粮食、
食用油批发价格 2 月 6 日比节前 （1 月 17
日） 分别微涨 0.7%和 0.5%。肉类价格小幅

波动，其中猪肉、羊肉较节前微有上涨，
禽类产品价格小幅下降。鸡蛋批发价格比
节前有明显下降，蔬果价格略有上涨。2月
6日，30种蔬菜批发均价每公斤5.49元，比
节前上涨 10.7%；6种水果批发均价每公斤
6.46元，比节前上涨2.4%。

如何更好实现保供稳价？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对生产、销
售及物流都有不小的影响，因此保供稳价
是个硬任务。”他认为，首先是相关生产能
力要及时恢复并迅速增加。疫情防控目前
处于最关键的阶段，要做更充分的准备，
增加相关生产能力十分重要。二是供应体
系方面，要进一步把运输等相关工作衔接
抓细、抓实、抓好。“随着疫情发展，中国
各地也在积累经验。当前要尽快在细节方
面加以改善。”

赵萍认为，中国此前建立了粮食、猪
肉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制度，今后有必要建
立防疫物资保障机制以及相应的国家储
备。“近年来，世界各地疫情时有发生，公
共卫生用品的需求已经从偶然需求转变为
一个国家长期性和战略性的需求。因此，
尽快建立防疫物资储备，是保供稳价的重
要制度性保障。因为它会发挥蓄水池的作
用，在特殊时期能够更好地保障市场供
应，稳住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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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9日电（记者贺
勇） 中关村管委会负责人8日在北
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
绍，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
做好安全保障的基础上，有序做好
开复工工作。据不完全统计，预计
到 2 月 10 日，中关村各分园将有
7000多家企业开复工。

2 月 3 日，中关村管委会发布
了首批抗击疫情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服务清单，包含 86 家中关村企业
的138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涉
及医药与器械、大数据云计算服务
疫情防控、医院建设保障、互联网
提升生活服务四个方面。清单中的

技术产品和服务绝大部分都比较成
熟，能够立即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
斗中去。清单中百世诺研制的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目前已
向湖北、浙江、重庆等抗疫一线重
点地区及北京定点医疗机构捐赠 2
万份；金山云突击开发的“应急物
资管理系统”已初步交付湖北省仙
桃市卫健委使用。目前创新项目还
在持续征集中，中关村管委会将陆
续对外发布，促进供需双方实时、
高效和精准对接。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介
绍，中关村企业以三种不同的方式
积极参与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

役中：一是聚焦药物研发，实现创新
“战疫”，中关村生物医药企业主动
承担任务，奋斗在检测试剂、病毒疫
苗、药品药物等研发生产一线，争分
夺秒与疫情赛跑，金豪制药等十几
家企业积极开展新冠病毒检测试剂
盒的研发，并加速临床应用；神州细
胞等企业加紧开展病毒抗体、疫苗
等研发工作。百度研究院免费开放
线性时间算法，可将新冠病毒的全
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时间从 55 分
钟缩短至 27 秒。二是助力社会防
控，实现服务“战疫”。格灵深瞳等企
业积极开展新型智能测温设备与系
统研发，并在机场、车站实现落地应

用。三是履行企业责任，实现团结
“战疫”。高能环境、东方雨虹等企业
以直接参与建设或提供科技产品等
方式积极参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改造
和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等
专用医院建设；百度、京东等企业纷
纷捐款捐物。据不完全统计，80 多
家中关村企业累计捐款捐物的价值
已超过21亿元。

“针对企业开复工后的协同办
公、物流、住宿、餐饮等需求，管
委会将协同属地区政府、市有关部
门、企业努力解决，让企业健康发
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标。”翟立新表示。

中关村7000多家企业开复工

2020万连锁门店万连锁门店，，持续开业稳供应持续开业稳供应
本报记者 徐佩玉

在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城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戴上口罩的市民正有序选购蔬
果商品。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在湖北省荆州市中心城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戴上口罩的市民正有序选购蔬
果商品。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申铖） 财政部部长刘昆9日表示，疫
情发生以来，财政部门全力保障疫情
防控资金供给，截至 2 月 8 日下午 6
时，各级财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718.5亿元，实际支出315.5亿元。

当日，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
审 计 署 联 合 召 开 全 国 电 视 电 话 会
议，动员部署强化疫情防控重点保

障企业资金支持工作，刘昆在会议
上作出上述表述。

“财政部门要根据疫情发展态势
和防控需要，继续做好经费保障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不因担心费用问题
而不敢就诊，确保各地不因资金问题
而影响医疗救治和疫情防控。”刘昆
说，要提高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严肃财经纪律，严厉
查处侵占挪用专项资金的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王希） 职业经理人制度建设是深化国
企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
印发操作指引，明确了“双百企业”
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基本流程与操
作要点，为规范实施相关工作提供了
重要参考。

根据这份《“双百企业”推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操作指引》，职业经理
人是指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
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
选聘和管理的，在充分授权范围内依

靠专业的管理知识、技能和经验，实
现企业经营目标的高级管理人员。

操作指引明确了“双百企业”推
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一般应遵循的操作
流程，提出“双百企业”职业经理人
可以采取竞聘上岗、公开招聘、委托
推荐等方式产生。

国企改革“双百行动”是国务
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部署
并组织开展的综合性国企改革示范
行动，目前有 400 多户央企子企业
和地方国有骨干企业入围“双百企
业”名单。

据新华社上海2月9日电（记者
郑钧天、何欣荣） 上海市 8 日出台

《上海市全力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
出减免企业房屋租金等 28 条综合政
策举措支持企业抗击疫情，切实减轻
企业负担。

措施提出，中小企业承租上海市国
有企业的经营性房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的，先免收2月、3月两个月租金；鼓励大
型商务楼宇、商场、园区等各类市场运营
主体为实体经营的承租户减免租金。

减租措施也得到在沪民营企业的
积极响应。总部位于上海的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近日发布上市公司公告
称，将免除全国 82 家自营商场商户
2020 年度一个月的租金及管理费，
其中上海商场占7家。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马春雷介
绍说，疫情波及面宽，从事生产经营
的广大中小微企业急需政策支持。上
海市将通过减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
用税等政策，鼓励各类市场运营主体
为中小企业减免租金。

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资金700多亿

“双百企业”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上海出台减租措施帮扶中小企业

位于四川省遂宁市
大英县的四川滋兴生物
科技公司在春节期间召
集员工紧急复工，日产
消毒喷雾剂近万瓶，全
力保障抗疫一线使用。
图为公司员工在生产消
毒喷雾剂。

钟 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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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保产
在疫情防控期间，西

北油田采油三厂各基层党
支 部 迅 速 组 建 党 员 突 击
队、生产保障小组，严防
密守战疫情，加班加点保
生产，为确保安全平稳运
行提供了坚实保障。图为
西北油田采油三厂S76油井
施工作业现场。

石立斌摄
（人民视觉）

保障供应
近年来，山东省滨州

市沾化区泊头镇积极促进
土地大规模流转，培植传
统农业绿色产品、蔬菜花
卉高效农业产品。泊头镇
河西刘村菜农刘云贞共有
大棚 20 亩，每年冬天种植
菠菜。疫情防控期间，他
找 来 亲 戚 朋 友 加 紧 采 摘 ，
供应市场。

贾海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