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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2019
年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数据。据对全国 5.8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
查，2019 年，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86624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7.0%，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其中，中西
部地区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速较快，占
全国比重提升。

分行业类别看，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
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新
闻信息服务营业收入 6800 亿元；文化投
资运营 221亿元；创意设计服务 12276亿
元。分产业类型看，文化制造业实现营
业收入36739亿元，比上年增长3.2%；文
化批发和零售业 14726 亿元，增长 4.4%；
文化服务业 35159 亿元，增长 12.4%。分
区域看，东部地区实现营业收入63702亿
元，比上年增长 6.1%，占全国比重为
73.5%；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为
13620 亿元、8393 亿元和 909 亿元，分别
增长8.4%、11.8%和1.5%，占全国比重分
别为15.7%、9.7%和1.0%。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辛佳表
示，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
振文化消费需求的背景下，2019 年中国
文化产业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具体
来看，呈现出四大特征。

一是文化行业全部实现正增长。在
文化及相关产业 9 个行业中，新闻信息
服务、文化投资运营、创意设计服务分
别增长 23.0%、13.8%、11.3%，增速均超
过 10%；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
服务增速由负转正，其中，文化投资运
营由上年下降 0.2%转为增长 13.8%；文
化娱乐休闲服务由上年下降 1.9%转为增
长6.5%。

二是文化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从
文化及相关产业细分行业看，文化新业
态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
业收入 198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
占比为 22.9%，比上年提高 2.1 个百分
点。其中，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可穿
戴智能文化设备制造的营业收入增速超
过30%。

三是文化服务业增速最快。文化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速为12.4%，分别比文化
制造业、文化批发和零售业快 9.2 和 8.0
个百分点；占比为 40.6%，比上年提高
2.0个百分点。

四是中西部地区占比提高。中、西
部地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
业收入分别增长8.4%和11.8%，分别比东
部地区快 2.3 和 5.7 个百分点；占全国的
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2.3和1.2个百分点。

调整产能

—— 重 点 保 障 紧 缺 物 资 原
料，发挥专业优势，企业协同合
作促生产

“我有熔喷布，谁有口罩机？”
2月6日下午，中国石化官方微博、易派

客官方微信发出寻求口罩生产合作的消息。
消息不长，但简明扼要：“1.我们需要口罩
机，若您有富余、可用的设备，可转让给我
们，我们将协调生产、增产口罩。2.我们有
熔喷布，您若缺此原料，我们可运输上门。
增产的口罩，我们可全部收购支持湖北抗疫
一线，也可支持企业所在的地方防疫抗疫。”

消息一出，受到广泛关注，文中联系人
沈先生的电话被迅速打爆，合作伙伴则在 3
小时内找到。

本报记者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截至
2月7日中午，中国石化已与合作伙伴对接完
成 11 条口罩生产线，即将进入设备安装程
序。据初步估算，到 2月 29日，可实现新增

产能至60万片/日，3月10日，实现新增产能
至100万片/日以上。

同时，中石化已联系到 3 家地方口罩生
产企业，为他们提供熔喷布原料和协调生产
设备。据了解，医用口罩主要由三层无纺布
组成，而中间至关重要的过滤层所采用的原
料就是熔喷无纺布。目前，北京市一家企
业，马上供料就可日产口罩 3.5 万片；江苏
一家企业，由中国石化组织原材料，2 月 9
日开始调试生产，每天可生产口罩 10 万
片；广东一家企业，中国石化帮其采购到两
条闲置生产线，调试投产可日产口罩 10 万
片以上。3 家企业可累计日产口罩 23.5 万只
以上。

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对接、生产工作
还在不断推进中。随着更多生产线的合作落
地，后期还有望进一步扩大产能。为保证上
游原材料的供应，中国石油正在满负荷地稳
定生产医卫原料聚丙烯，聚丙烯由石油加工
而来，同时也是熔喷无纺布的主要原料。

有的企业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及时调整
生产重心。疫情发生后，国机集团下属恒天
嘉华非织造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复工生产，并
将所有产品调整为医用卫材原材料无纺布产
品。自 1月 31日复产后，截至 2月 13日，恒

天嘉华累计生产无纺布原材料1535.88吨。同
时，公司紧急拓展医用口罩、防护服的生产
和服务能力，办理工商变更，截至 2 月 13
日，开通了11条平面外科口罩生产线，达到
了日产 110 万片平面外科口罩产能。此外，
N95 口罩生产设备采购工作和抗病毒防护服
项目也在积极推进中，争取尽快投产。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赴保障重
点医疗防控物资的中央企业开展专题调研时
强调，要不惜代价、分秒必争，通过改造转
产、增产扩产、统筹海外采购等，千方百
计、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一线重点医疗防
控物资保障工作。当前，国企民企都投入到
这场紧急保供的应急生产中。

改造转产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快
办理有关资质，推动技术改造，
尽快实现转产

有些企业原有生产线看似与医疗防护物
资相差更远，比如汽车等。这中间的转换如

何实现？
记者了解到，对许多企业而言，转产意

味着基于企业已有的生产条件，缺啥补啥，
比如改造生产车间、采购或自制设备、培训
员工、申请资质，同时掌握必备的生产工艺
和流程等。由于中间的采购、装配等环节均
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少企业近日发布转产消
息，但实际上春节期间就已开始筹备。

2 月 11 日，广汽集团第一台口罩生产设
备开始进行安装和调试。公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尽快实现口罩的生产，广汽集团充分
整合和调动资源，寻求多个途径，一方面加
紧自制设备，同时派出技术力量支援广州的
口罩生产厂。

2月7日，广汽部件技术中心派工程师赴
东莞学习，投入到口罩设备相关技术和生产
流程的研究中。原本 2 周的培训内容，工程
师们快速掌握，并于 2月 10日成功组装调试
出第一台防护口罩生产设备。

据了解，广汽集团计划通过与供应商合
作，自制设备30至50台，这些设备中一部分
用于广汽自己生产，一部分将提供给广州市
其他企业进行口罩生产。

不仅仅是广汽集团，比亚迪、上汽通用
五菱等车企也通过自建或联合供应商改建生

产线的方式转产口罩。例如，比亚迪动员管
理人员、研发人员、一线工人、后勤保障人员齐
上阵，规划厂房布局、口罩机等设计方案，快速
设计图纸并安装调试机器设备投产，预计2月
下旬将达到日产500万只的产能。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也有制造企业在当
地政府、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下，仅用 5 天时
间就从无到有建起口罩生产线。但口罩生产
并非没有门槛。首先，对生产环境有要求，
医用口罩生产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无菌车
间；其次是设备，如口罩生产机等；另外还
需要无纺布、挂耳、松紧带等生产原料和零
件。同时，口罩产品还涉及资质认证等问
题。在当前情况下，不少地方正采取“特事
特办”的方式，加快审批流程。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理日前
表示，随着企业复工复产的推进，对防护物
资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对口罩的需求仍
面临比较大的缺口。下一步要通过“复工、
达产、扩能”缓解供需矛盾。同时，还将支
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办理有关资质，推动技
术改造，尽快实现转产。

研发攻关

——科研团队高效研发防护
服、消毒剂等产品，提升工艺时效，
加速防护物资抵达一线

2月 8日凌晨 2时，中国化工旗下曙光橡
胶工业研究设计院研制出首件隔离服。从接
受任务到第一套隔离服下线，曙光院仅用了
不到55个小时。

2月5日，中国化工向旗下曙光院下达工
作总要求：组织疫情防控的重要物资隔离服
研制开发并转产。接到工作任务后，曙光院
立即在现有防护服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改型研
制和生产。设计图纸、选用材料、调整配
方、修改方案……不到55小时，第一套隔离
服下线。

据 了 解 ， 曙 光 院 此 次 研 制 的 GL-7、
GL-8 两型医用隔离服，采用军用防化级橡
胶涂敷材质，具备优异的病毒隔离防护性
能，经化学洗消或紫外灭菌后，还可重复多
次使用。其中 GL-7 型可以清洗消毒并重复
使用 30 次，GL-8 型隔离服可清洗消毒重复
使用10次。

目前，这两款医用隔离服正在按要求上
报相关机构检测并申请医疗器械备案和生产
凭证，取得资质并正式批产后，预计可达到
GL-7 型隔离服日产 300 套、GL-8 型隔离服
日产1200套的产能。下一步，曙光院将全力
转产。

从医用隔离服到广谱高效消毒剂……近
日，不少企业紧急研发攻关，为医疗防控物
资生产带来好消息。

同时，中间环节的改善也正加速紧缺物
资供应。在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一次性医用
防护服仍然紧缺。由于产品生产出来后须经
7-14天的灭菌环节才能投入使用，使得近期
各方生产的产品增量未能快速抵达防护一
线。批量化辐照灭菌的成功实现有望加速这

“最后一公里”。
2 月 12 日，首批批量送至中核集团北京

原子高科金辉辐射技术应用有限公司辐照灭
菌的上万件一次性医用防护服已经完成辐照
灭菌。从早晨 7 点多运抵卸货，到全部整装
待发仅用 6 个小时，相比传统的环氧乙烷灭
菌方式，所需时间大大缩短。

目前该公司为防疫物资开通绿色通道，
凡是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都可以实现到厂即
照，辐照完毕立即装车运走。“仅我们这条
生产线，粗略统计每天可完成 10 万件左右
的一次性防护服的灭菌任务。”公司有关负
责人说。

造汽车的、采石油的企业，短时间内迅速转产，生产起口罩、消毒液、防护服——

紧急跨界，中国企业是咋做到的
本报记者 李 婕

“5天时间，从无到有搭起一条口罩生产线”“3天出图纸，7天出设备，10天出产品”“55小时，研发
攻关成功！”……近日，有关医疗防控物资生产的消息不断传来。但是，与人们脑海中的印象不同，这些
消息来自石油化工、汽车、机械制造等平日里“不搭调”的行业企业。

面对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防控物资紧缺的形势，不少大型制造企业开启了“跨界”生产之
路。短时间内紧急转产、研发攻关、快速投产，这一速度的背后，既是中国企业特殊时期“冲劲”“拼
劲”的反映，也成为中国制造体系齐全、配套水平高、产业工人技能全面的优势体现。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中西部文化产业营收占比上升
本报记者 王俊岭

◀2 月 15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出现大范围的强降雪
天气，公安、交通、医疗卫生等部门联手作战，严把车辆人
员入口关。图为风雪中，公安民警在同大疫情防控卡点检查
车辆。 左学长摄 （人民视觉）

▲2月15日，在G15高速公路连云港市赣榆收费站，防疫
人员冒雪对入城车辆的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司 伟摄 （人民视觉）

▲2月15日，在G15高速公路连云港市赣榆收费站，防疫
人员冒雪对入城车辆的司乘人员进行体温测量。

司 伟摄 （人民视觉）

风雪中的

“抗疫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形势下，上汽通用五
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
联合供应商和自建生产线
的形式，转型生产防护口
罩，第一批防护口罩已于
2月13日生产完成，预计
2 月底产能达到日均 200
万只。图为2月16日，工
人在上汽通用五菱无尘车
间内生产口罩。

新华社记者
杨 驰摄

▶在国机集团下属
恒天嘉华非织造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在口罩生
产线上忙碌。

国机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