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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⑤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⑤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关
键阶段，同时全国多地开始复工复产，如
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

2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丛
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要做好

“两条线”作战的准备：“一条线”是抗击
疫情前线，主要任务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另一条线”就是经济发展前线，主要任务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疫情带来的
影响，特别是要为抗击疫情前线提供充足
的“武器”和“弹药”。

口罩企业复工率近八成

“目前，从全国情况看，除湖北外的各省
（区、市）正在逐步复工复产，特别是关键医
疗物资、能源、粮食、交通物流等重点领域企
业均已陆续开工。”丛亮介绍。

根据全国 22 个重点省份 2 月 10 日的数
据，口罩企业复工率已超过 76%，防护服
企业复工率为 77%，全国重点监测的粮食
生产、加工企业复工率为94.6%，煤矿复产
率 57.8%，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供应充
足，民航、铁路、水运运输网络正常运营。

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但也面临不少
问题。丛亮指出，推动全面复工复产还面临
着返工人员不足、有些地方限制开工、口罩
等防疫物资严重不足、产业链上下游不配

套、交通物流不畅以及资金压力大等问题。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国家发展改革委社

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表示，将严格制止以审
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
法。为缓解口罩供需矛盾，将帮助未复工的
口罩企业协调解决生产中、复工中遇到的困
难；推动企业抓紧释放现有产能，尽快实现
满负荷生产；对有扩大生产需求的企业，
将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予以支持。

丛亮强调，“不同地区要根据疫情的情
况合理有序复工复产，但不是要求所有地
方一率都要复工复产。总而言之，现阶段
要在科学防控疫情的前提下，提供充足的
物资保障，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还有1.6亿人将返程返岗

复工复产，怎样做好交通运输保障？
丛亮指出，将实时监测分析人口流动情
况。通过隔座乘车、乘机等手段，采取
通风、消毒、体温监测等必要措施，切
实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对劳务输入大省
和 外 地 人 口 聚 集 的 地 区 ， 加 强 运 输 组
织，错峰返程。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亚华介
绍，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运返程运输客流
比较分散，时间拉长。据分析，到 2 月 18
日春运结束，预计还有1.6亿人要陆续返程
返岗。“我们将指导湖北以外的地方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恢复道路客运服
务。同时，做好农民工返岗的包车运输，
逐步恢复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四川、广东、湖南、山东、江苏、福
建等省份省际、市际客运以及 18个省区市
的市内客运班线已逐步恢复运营；四川、
山东、浙江等地方政府组织了200多趟次的
农民工包车，组织了近 9000名农民工返回
工作岗位；20个地级市和18个县级市的公
交相继恢复运营，长春等城市的轨道交通
也逐步恢复运营。

“此外，在疫情防控期间，将防护服、
口罩、试剂盒、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用
品，粮、油、肉、禽、蛋、奶、果、蔬等生活必需
品，以及煤炭、油气能源等，统筹纳入应急运
输的保障范围，落实好绿色通道政策，保障
优先便捷通行。”徐亚华说。

保持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如何降低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指
出，将充分挖掘现有就业机会，全力确保
医护用品等疫情防控涉及的重点企业用
工，用足用好现有就业岗位。指定专人对
接，优先发布用工信息，通过本地挖潜、
余缺调剂等方式满足企业阶段性用工需
求，协助企业跨区域定向招聘。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就业，人社部
明确，30 人以下参保企业裁员率不超过参
保职工总数 20%的，可申请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组织职工参加各类线上线下培
训的，可纳入现有补贴类培训范围。对已
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人患新冠肺
炎的，可申请最长不超过一年的展期还款
并继续给予贴息。

针对重点群体，张莹表示，引导农民
工有序返岗复工，对暂时难以外出又有就
业意愿的，开发一批临时性就地就近岗
位，确有困难的，通过公益性岗位托底安
置。对高校毕业生优化服务，鼓励网上面
试、签约、报到。允许湖北等疫情严重地
区按不高于当地失业保险金标准，向受疫

情影响失业的参保人员发放失业补助金。
“相信随着疫情的缓解和最终的战胜，

企业将加快复工复产，前期积累的消费和
投资将会继续释放，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也
会同步扩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就业局势总体稳定的基本面也
没有改变。”张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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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是复工首日。一进公司大门口，
广州高新兴集团下属机器人公司首席技术官
刘彪发现，迎接他的是5G测温巡逻机器人。

这也是公司紧急研发的产品，能实现5米
以内快速测量体温，识别过往人员是否戴口
罩。看到门口用上了，刘彪很高兴。

出乎刘彪意料，食堂师傅为大家准备了
早餐，7 时开始打包，每部门派同事食堂取
餐。早中晚都如此，午餐每人还附赠一个口
罩。“有点像回到小学集体吃课间餐。”

复工前，集团向黄埔区安监部门提交复工
申请，顺利获批。在此之前，集团成立了由董事
长刘双广任总指挥的疫情专项工作组，春节前

就筹备了口罩、消毒液，“短期内，能保证每位
上班员工每天都能领到口罩。”

复工前，还请专业公司对楼梯间、通
道、茶水间、卫生间、办公室、外围等区域
进行全面消毒杀菌。复工后，物业每天对电
梯、会议室、展厅等重点区域增加消毒频
次。集团对各园区出入人员进行严格体温测
量，在公共区域宣传防疫措施。

对 4000 名员工，公司逐个排查，分成
A、B、C 三类；对复工人员进行严格上班时
间控制和贴心关怀；对留守武汉员工，逐个
电话慰问，及时提供帮助。

“边阻击疫情边工作，都不耽误。”刘彪说。

“边阻击疫情边工作，都不耽误”
本报记者 李 刚

特 写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各纺织企业在做好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复工复产，
努力把疫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图为在巴音郭
楞州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富丽震纶棉纺
有限公司纺织女工正在生产流水线上作业。

陈剑飞摄 （人民视觉）

在疫情防控期间，中石油冀东油田钻机不停勘探忙。图为2月11日，在河北省唐山市
中石油冀东油田高187斜9井，钻井工正在紧固井口管汇头。 杨 军摄 （人民视觉）

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江西省宜春
市上高县市场监管局
强化对全县食品、药品
和各种生活必需品价
格排查，维护市场繁荣
稳定，制止哄抬物价行
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
益。图为 2 月 11 日，在
上高县华润万家超市
内，县市场监管局工作
人员对肉类、水果、蔬
菜来源和价位进行检
查监管。

陈旗海摄
（人民视觉）

市场
稳定

复工复产 平稳有序

◀ 江苏省泰州市海陵
区一手抓防控疫情，一手
抓复工复产，努力降低疫
情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保
障经济稳定运行。图为工
人在泰州市乐金电子冷机
有限公司工程品质检查车
间生产线上忙碌。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全力支持和组织出口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确保出口订单进度的按时完成。图为 2 月 11 日，
在庐江县安徽龙磁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在
加紧赶制销往美国、日本等国的永磁铁氧体磁瓦
产品。 柳晓华摄 （人民视觉）

本报南宁2月11日电（记者庞革平、李纵）“和
往年一样，立春后就开始备耕。这几天已经连续下
了几天雨，土地湿润了，把水渠先疏通，为以后育
秧做准备。”广西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进民村村民张
春娥日前正整地备耕。她家今年准备种植 5 亩优质
稻，2亩花生，种子已经买好，正准备开始育秧。

劳作中，张春娥完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单独作
业，同时不忘使用相关防疫用品。“不能因为干农活
就忘记了防疫，做好防护保障身体健康才是关键！”
张春娥戴着口罩，说话时为了让人听得清楚，她把
音调提得很高。

为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广西各地及时引导暂
时关停示范区、农家乐、乡村旅游示范点等场所，取
消农业节庆活动，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
洁行动，并通过发放 《给广大农民朋友的倡议书》

《致全区农民合作社的一封信》 等，加大宣教力度，
有力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群防群治工作。

桂岭镇分管农业副镇长李青萍介绍，近期是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也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期。该
镇田间地头没有了往年大规模集体作业的热闹场
景，但采取集中统筹、分散耕作的方式，春耕备耕工
作正在稳步推进。

“广西坚持抢前抓早，全面抓好春耕生产各项工
作。”自治区党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刘俊表示，一是狠抓粮食生产，加强对稻谷补贴、耕地地
力补贴、农机补贴等政策宣传与落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确保2020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稳定在2019年水平。二是
强化科技、农机、农资等生产要素支持，建立全方位、多层次
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展示示范网络，宣传推广优质适宜
品种，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三是做好农业生
产防灾减灾的充分准备，加强抗灾技术推广应用和生产指导，做
好春旱、春涝、倒春寒等灾害的应对，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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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中欧班列恢复开行
本报北京2月11日电（严冰、陆应果、马锦标） 据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介绍，2月10日16时，X8074次中欧班列 （义乌-
明斯克） 吉利号，装载着86个标准集装箱，内装吉利汽车配件
出口货物，从义乌西站鸣笛顺利启程，驶向白俄罗斯明斯克。
这标志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义乌中欧班列全面恢复常
态化开行。

据介绍，这趟中欧班列 （义乌-明斯克） 吉利号从义乌西站
发车，经满洲里14天后到达白俄罗斯明斯克。这也是金华货运
中心自去年组织吉利汽车配件常态化开行中欧班列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