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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⑥

责编：聂传清 汪文正 邮箱：hwbjjb@163.com

中央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
序开展生产经营，一方面扩产能保证防疫
物资供应，另一方面稳生产促进上下游产
业链稳定。国务院国资委的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中央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复
工复产率已超过 80%，发挥了促进经济运
行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开足马力保供应

疫情防控进入最关键阶段，多家中央企
业紧急组织相关产能增产扩产、改造转产，
开足马力生产医用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并
通过统筹海外采购等举措，全力以赴做好疫
情防控一线重点医疗防控物资保障工作。

中国化工旗下的沈阳橡胶院只用了5天
时间就完成转产准备，开始了应急医疗物
资隔离服的生产，目前沈阳橡胶院 A 型隔
离服每天交付 60套；通用技术集团中纺院
所属中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开足马力 24
小时不间断生产一次性医用防护服面料，
目前每天产能可满足约1万件医用防护服生
产需要；兵器工业集团北化研究院集团新
华公司将防控口罩的日生产能力提升至原
来的2.5倍；中粮生物科技调整产能生产供
应医用酒精，24 小时生产全力保障供应，
医用消毒酒精日产能已从 700 吨/日上调到
1000吨/日。

据了解，中央企业医疗物资生产保障
工作已取得了积极进展，重点产品日产量
实现快速增长。2 月 11 日，一次性医用口

罩、医用防护服、护目镜等重点医疗物资
日产量，分别提高至 2月 5日的 2.6倍、2.8
倍、2.5倍。

长江商学院大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李
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央企已成为
防疫物资生产的主力军。在防疫一线，央
企‘拉得出来、顶得上去’，没有‘掉链
子’，可以说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为国民
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保障。”

为上下游复工提供保障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降低疫情带
来的影响，电力、通信、交通、能源等央
企积极为疫情防控和其他企业复工提供基
础保障。

总体上看，中央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复工
复产率超过 80%。“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
业复工率更高，石油石化企业复工率达到
96.8%。”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赵世堂
说，“电网、发电企业复工率达到 83%；钢铁
企业主要子企业全面开工；机械装备制造企
业 （不包括汽车） 复工率达到88.1%。”

天上地下空中，央企全天候为全国人
民提供“不停歇”服务。截至 2 月 7 日，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化四家石油央企 5万
多座加油站正常营业提供不间断加油服务，
湖北境内的2658余座加油站24小时“不打
烊”，全力保障市场油气供应。

用电关系千家万户冷暖。据统计，春
节期间，国家电网统一调配抢修队伍、装

备、物资等资源，安排应急抢险队伍4.9万
支、抢险人员 27 万人、抢险车辆 6.3 万辆
24 小时待命，严格兑现各项服务承诺，及
时响应客户诉求，快速抢修恢复供电，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好电。

通信方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
信三家运营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保障疫情
防控，同时推出免停机、缓停机等服务，保障
疫情防控一线人员及疫情高发区用户的正
常通信，积极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免费发送疫
情公益短信，累计为 116.95 万人次免停机、
为17.48亿人次缓停机。

民生保障方面，央企纷纷主动调整产
能，确保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目前，中粮
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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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润集团充分发挥多元化民生类企业特性，在
保障燃气、电力稳供的同时，旗下销售企业
大量采购粮油米面、肉蛋奶蔬等，全力保障
人民生活必需品的持续稳定供应。

围绕全球供应链稳产能

此次疫情对于中国的贸易及国际产能
合作的影响不容忽视。中央企业是“走出去”
的主力军。到 2018年底，中央企业境外单位
11028户，分布在 185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
产总额达到7.6万亿元。日前，相关中央企业
积极复工复产，围绕全球供应链保证产能，
保障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稳定。

自2月3日起，中国电子集团总部及所

属企业已逐步复工。其旗下深科技是金士
顿、希捷、西部数据等行业巨头的重要供
应商。由于该业务行业的特殊性，公司一
旦停产将会对全球行业市场产生重大影
响。深科技在春节期间持续工作，及时与
供应商取得联系，自行派车到供应商库房
直接取货，解决缺料问题。近期复工后，
对一些间接岗位进行资源整合，对线外岗
位进行升级技术培训，员工奋战在生产一
线，最大限度维持生产经营持续不间断，
满足市场需求，尽全力保证全球产业链的
安全稳定。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旗下实业天辰耀隆
生产的硫酸铵出口印度等十多个国家。为
保证非常时期硫酸铵顺利出口，中国化学
生产不停歇，并积极协调人工、码头、物
流等，1月份实现销售硫酸铵38212吨。

“中央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重要位
置。当前中央企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
力争按时按约、保质保量完成各项订单，
体现了中国企业对产业链上下游高度的责
任感，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企业履约的决
心和实力。”李锦说。他认为，中央企业有
储备、有实力，随着中国国内各经济领域
运行逐步恢复正常，央企全球产业链供给
将得到更大的保障。

2 月 10 日，经过复工备案核
准，浙江部分企业正式“开张”。
一边是疫情防控，一边是复工复
产，如何“两不耽误”？多少产能
恢复了，多少企业恢复了？各行业
情况怎么样？各地情况怎么样？复
工情况是否与疫情情况匹配？这些
是眼下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难题。

2月11日，在国网绍兴供电公
司，互联网办公室工作人员正通过
企业用电趋势指数分析模型与地方
人社机构进行对接，通过实时动态
感知企业用电变化态势，用数据助
力地方政府保障企业用工与经济精
准施策。

而这正是浙江有效推行的电力
大数据服务。据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运用电力
营销系统海量数据，分析全省企业复
工情况，精准对各个企业进行“画
像”，能直观反映当前企业的复工复
产情况，解决繁琐的逐级上报和防疫
管控人手不足等难点，协助政府做好
防疫及有序复工工作。该“企业复工
电力指数”的推出属国内首创。

该指数分两个维度评价，可反
映当日有多少企业已开工，以及企
业复工后的负荷是否恢复到正常水
平，复工电力指数一半反映复工企
业用电量与去年同期的比值，一半

反映复工企业的占比。
据统计，复工首日，2月10日，浙

江全省企业电力复工指数为25.42，
其分别代表19.37%的企业复工、企业
生产水平已达到正常情况的31.47%。

该指数还可为政府部门分析核
实企业复工情况提供数据支撑，及
时有效防控疫情风险。

据悉，该指数已在浙江全省推
广应用。国网杭州供电公司运用

“企业电力复工指数”模型，对全
市 4.3 万个企业用户的实时用电数
据采集、历史电量数据进行遍历扫
描，精确计算出区域内企业复工数
量、复工电量比例值，并将其纳入

城市大脑市长驾驶舱，为政府治理
提供参考。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以宁
波市 6.23 万高压客户在 2019 年四
季度期间的日用电量超500万条数
据为样本，科学建立企业复工数学
计算模型和标准阈值，按5个行业
维度开展大数据分析，辅助政府指
导各类企业客户有序复工。

“企业电力复工指数很好地弥
补了当前人力有限的情况，进一步
支撑我们科学研判和决策，也让我
们能准确掌握企业复工进度，对指
导全市各类企业有序复工有非常积
极的意义。”宁波市能源局综合规
划处副处长吴霞表示。

浙江推出国内首个“企业复工电力指数”

大数据助力政府精准施策企业有序复工
本报记者 顾 春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
者阳娜） 记者13日从北京市市场监
管局获悉，目前北京已有近七成的大
型食品生产企业恢复生产，北京市基
本食品品种供应充足，能够保障首都
人民群众日常需求和食品安全。

据了解，全市各区市场监管局
执法人员在疫情防控期间加班加点
对复工企业开展督导检查，同时更
加关注有无原料过期或虚假标注产

品生产日期等违法行为，既要做好
疫情防控，又要保障食品安全。比
如北京桃李食品有限公司复工以
来，面包日产量达19万袋，产能已
恢复到节前 70%左右；北京稻香村
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厂在春节期
间保持正常生产。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全市的食品生产产能在
逐渐恢复。

本报电 （王治洲、陆冰） 近
日，民营企业安徽伯希和户外用品
有限公司紧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
的安徽利辛县人民医院捐赠价值
100 万元的公司生产的户外装备，
同时向利辛县非税收入管理局捐赠
20万元人民币，用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据了解，疫
情发生以来，不断有爱心企业为利
辛县疫情防控工作捐款捐物。

为此，国家税务总局利辛县税
务局“金税‘战疫’先锋队”通过

“远程线上办税‘战疫’平台”连线

这些公司，认真细致地向其宣讲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
赠税收政策的公告》有关规定。

针对慈善捐赠如何享受税收优
惠政策，利辛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
长王治洲表示，税务部门将会根据企
业实际，及时准确有针对性地宣讲好
落实好国家出台的最新疫情防控财
税政策，第一时间为企业开展远程辅
导，主动送政策上门，税企携手，全力
以赴，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为利辛
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
者侯雪静） 记者13日从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了解到，11日，农发行成功
定价增发境外 5 年期固息人民币债
券，规模为15亿元，增发后债券总
规模达45亿元。这是鼠年境外资本
市场迎来的第一笔人民币“点心
债”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重点领域以及应对国
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领域

的信贷投放。
农发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在境外市场推出节后疫情防控期间
的首笔离岸人民币债券，通过境内
外持续发债筹资引入金融活水，加
大信贷力度支持疫情防控和“三
农”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运行
和汇率水平合理均衡，助推了中国
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

北京近七成大型食品生产企业恢复生产

农发行鼠年首笔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农发行鼠年首笔境外人民币债券发行

安徽利辛县民营企业抗疫献爱心安徽利辛县民营企业抗疫献爱心

连日来，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隔离服供应，中国化工集团沈阳橡胶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员工加班赶工生产隔离服。图为2月12日，沈阳橡胶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员工在生产隔离服。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连日来，为保障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所需的隔离服供应，中国化工集团沈阳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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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稳供复工稳供，，央企成为央企成为““压舱石压舱石””
本报记者 孔德晨

随着春耕序幕拉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田间地头一
片忙碌。农民一手抓防疫、一手抓春耕。茶农趁天气回
暖，给新培育的茶苗做移栽前的最后管理。图为 2 月 12
日，在庐江县柯坦镇分水村的茶叶育苗基地，茶农在给茶
苗除草、间苗。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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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疫情控疫情 抓生产抓生产 促发展促发展

▲ 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部分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
产，实现防疫复工两不误，助力经济持续稳定运行。图为一家环保设备生产企业的
工人在生产车间内紧张忙碌。 司马天民摄 （人民视觉）

▲ 四川省遂宁市经开区四川联恺照明有限公司自日前
复工以来，加速生产，预计今年产值可达 7亿元。图为 2月
13日，公司员工在生产线上工作。 刘昌松摄 （人民视觉）

◀ 广东省鹤
山市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各企
业有序复工复产。
图为2月13日，鹤
山市雅瑶隔朗五
金实业有限公司
车间内，工人佩
戴口罩进行生产
作业。

黄继明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