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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南北，复工复产有条不紊；神州
大地，春耕备耕不误农时。当前，在确保
疫情防控到位的同时，中国正在努力恢复
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

2 月 23 日，在一场极为关键重要的电
视电话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统筹推
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
表重要讲话。他鲜明指出，因为“有党中
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
综合实力，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
结奋斗”，所以中国“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疫
情，也一定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势头，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传递出强烈
的中国信心。尽管疫情暂时延缓了发展
脚步，但阻挡不了中国人向更美好的未来
奔跑。

不可否认，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将
会带来人口加速流动和人员相对集中。这
可能加剧外界对中国疫情的担忧。的确，

在已经复工的企业中，发生了个别员工确
诊新冠肺炎病例；但是，就总体而言，安
全和有序始终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
面貌。

这首先是因为最高决策层从实事求是
出发，对全国进行了分区分级精准施策。
这一策略根据各地疫情形势，划分高、
中、低三种风险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取向，既避免疫情发生可能的扩散，也使
得较低风险地区可以尽快全面恢复秩序。
目前，通过“点对点、一站式”直达运输
服务等途径，许多低风险地区的农民工已
经开始返岗复工。在企业层面，一系列迅
速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对冲了压力。
各地前期因严控疫情所导致的人流、物流

堵点也正在迅速打通。
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单位，在

安全复工方面都采取了相当严格的防控管
理措施。远程办公、视频开会、错峰上下
班，在当前阶段是非常普遍的做法，信息
技术的普遍应用为复工复产提供了充分灵
活性。防疫物资产能得到优先保障，疫情
刚刚发生时，中国口罩日产量不到 2000万
片，而最新消息显示很快可以达到日产上
亿。各种防疫物资的生产供应在极短时间
内倍增，让人们有了比较充分的防护手
段，更为整个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生产出了
一道坚韧防线。如果疫情不幸在其他国家
和地区爆发，那么这样的产能保障对全球
将非常重要。

这次疫情，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含义。公共卫生
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病毒没有
国界线的概念，国际航班、海上邮轮都可
能成为疾病传播的载体。对此，人类不应
画地为牢、取消交往，而应同舟共济、携
手应对。世卫组织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抗
疫行动对世界所作的贡献，中国对日本等
国家“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援助同样
心存感激。

对全球产业链而言，今天中国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疫情短期冲击中国经
济，对世界同样产生负面影响，而中国越
早重回正轨，越利好世界。中国人民今天
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实际上对全球

经济稳定不可或缺。
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发展经济，中

国人民都怀有必胜的信念，因为中国在历史
上经历过许多磨难，却从未被磨难压垮过。

大约 60年前，中国战胜了来自血吸虫
传染病的威胁，毛泽东为此写下著名的诗
篇。他抒发人类战胜疾病的乐观——“借
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他更赞
美人类通过劳动追求美好的勃勃生机——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今天，面对更大的公共卫生安全危

机，中国人民依然挺身向前。
愈挫愈勇，就是中华民族的性格；
生机勃勃，就是当代中国的样子！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生机勃勃，就是中国的样子
■ 杨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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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一列载着 200 多名返岗务工人员的专
列从四川省宜宾西站出发前往浙江省嘉兴市。

庄歌尔摄 （人民图片）

图为GE北京医疗影像设备制造基地工人正在马不
停蹄完成CT设备的装机任务。本报记者 贺 勇摄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富城乡寨头村村民蔡伟斌驾
驶旋耕拖拉机，帮助合作社贫困户社员的蔬菜大棚土
地进行松土作业。 朱海鹏摄 （人民视觉）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晴。
当前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期，春季
农业生产也到了关键期。

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
会议上指出，不失时机抓好春季农业生产。

眼下，中国各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保春耕备耕，神州大地满目希望景象。

春苗施肥了！

天气转暖，齐鲁大地麦苗返青，需要
农人施肥、除草、灭虫。山东省临沂市郯
城县归昌乡村民防疫不能出门，但并不为
农事发愁。

“俺的农场提供田间托管服务，乡亲们
通过电话、微信就能办理，很省心。”陈庄
村村民陈龙是郯城县农大家庭农场负责
人，最近他有了新身份——乡里的疫情防
控消毒员。这些天，他利用到各村消毒的
时机，通过村干部把托管服务传达给村民。

“农场采用机械化操作，人工少，效率
高，还减少了人员聚集。”陈龙说，目前已
经接到 3 个村庄 40 多户农户、2600 多亩农
田的打药订单，对贫困户还实行免费服务。

甘蔗扩种了！

南国土膏正润。
夜幕降临，广东湛江百顺农业有限公

司的火龙果果园里灯光点点。公司负责人
苏义杰这些天带着陆续返工的农户忙开
了，除了给火龙果补光，他们还要给南
瓜、木瓜等瓜果除草、施肥、修剪。

“防疫不松劲，春耕不耽搁。”苏义杰说，
为支援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前些天，他还带
着工人摘了两万斤木瓜，送往湖北武汉。

2月19日，广西百色市田林县百乐乡板
干村村民李昌东起了个大早，到自家地里
种植春植蔗。“政府给补贴，往年我种 10
亩，今年我打算再扩种3亩。”

“能收入多少钱？”在李昌东家甘蔗地
里，乡党委书记潘基毅问。

李昌东算了算：“光种植甘蔗这项，今
年收入就能超过3万元。”

技术掌握了！

“在家也能学技术。”山东菏泽市曹县

地生金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宋孝印是种
粮大户，带动了 50 多户农户就业。他将农
户关心的春耕备耕技术问题汇总，推动山
东乡村广播服务队和山东省农科院联合推
出网上课堂。“听完专家解答，大伙都安心
了。”宋孝印说。

“工人因为疫情没回京，我们只能自己
干了！”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南宫村的蔬
菜大棚里，村办企业北京恒欣源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吴绍雷，带着村里农民学习操
作旋耕机。

“眼下我们设施农业种植已经全面启
动，大田农业同样不会浪费一分地力。”王
佐镇镇长杨国强说，王佐镇有两万余亩耕
地，今年镇里专门设置疫情防控农业组，
各村均有农业技术员指导果树种植、病虫
害防治等。

办法更多了！

“各位村民，请大家抓紧上报农资需
求，我们统计以后组织送货上门。”2 月 23
日一大早，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两河口镇
柑橘管理微信群中，农资经营户李刚发出
农资配送分配表，农户纷纷响应。

秭归被誉为“中国脐橙之乡”。为减少
疫情影响，秭归农业部门线上统计农民农
资需求、线下统一配送生活用品与农资。

陕西汉中南郑区裕丰农业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郑富俊是当地有机水稻种植大
户，深知春耕重要性，可疫情让大家有
劲无处使。

农时不等人，怎么办？郑富俊想出了
新招：把工序“打个颠倒”。以往，备种完
成后还有修整沟渠、田埂等环节。既然备
种工作不好开展，郑富俊就先带着大家先
修渠，人与人的距离能保证在3米以上。

人勤春来早。当前，全国各地春耕备
耕扎实推进。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
冬小麦面积基本稳定，越冬前 11 个冬小麦
主产省一二类苗占83.4%。冬油菜面积9200
多万亩，同比增加 270 万亩。水稻、玉米、
大豆等作物种子供应充足，预计各类农机
具投入达到2200多万台 （套），一季度化肥
供应量总体满足生产需求。

春天里，第一个农忙时节到来，人们
正在播种新的希望！

（记者叶子、庞革平、李纵、贺勇、李
林参与采写）

2 月 22 日，辽宁沈阳货运中心新台子营业室在乱
石山站货场正组织职工对刚到达的一列农用化肥进行
卸装作业。 高 飞摄 （人民视觉）

一辆辆复工专列疾驰而过；一项项务实政
策迅速出台；一张张生产订单加快生产……

复工！复产！加油！快干！
2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
议上提出明确要求，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
复产。

放眼大江南北，复工复产的沸腾景象正
铺陈开来——

员工回来了！

“昨天工厂通知复产，今天就搭上政府组
织的高铁，解决了我们返程的大问题！”2 月
18 日，郑吉敏和 400 多名云南籍务工人员一
起，登上“滇粤劳务协作返岗专列”。

在广西柳州，首趟定制专列 2 月 23 日驶
出了站台。在柳州市扶贫办的组织下，720名
来自贫困地区的务工人员提前做好了健康检
测，坐上了“点对点”爱心专列前往广州，
到达后再由政府安排的接驳大巴送到企业。
真正是“出家门上车门，下车门进厂门”。

“用工荒”怎么办？南京溧水有高招：新
增本区户籍员工，对缴纳的全额社会保险予
以补贴；发布岗位信息，面向疫情低风险地
区“抢人”。

有了员工，就有了底气。当地硕扬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负责人倪建伟高兴地说，“原本计划
春季招5个人试试水，这次一下子招了20人！”

难题解决了！

“回来的外来人员占总员工的三分之一左
右，检测排查怎么办？”重庆庆兰公司副总经
理罗昌勇有点着急。好在政府出手，协调专
业机构上门做核酸检测，这下复工安全有了
着落，最大的难题解决了。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五庆面业公司抢时
复工，遇到了没有回厂员工隔离房的“拦路
虎”。县政协副主席杨法谊作为“一对一”的

“服务官”，第一时间帮企业购买防疫物资，
并协调安装4个活动板房。

口罩紧缺，生产材料却供应不上！河北
省衡水市冀州区的安帮医疗器械厂犯了难。
区委书记、区长贾宏迅听说后立即出马，联
系上游企业，多方协调物资。企业经理王立
辉如释重负：“多亏贾书记想办法，解决了原
材料紧缺难题！”

为了让企业尽快安全有序复工，各地政

府使出浑身解数，办法总比困难多！

机器转开了！

疫情耽误了开工，一定要把失去的时间
补回来！

在云南省通海县通变电器有限公司的工
厂里，大家憋着一股劲儿。绕线、插片、调
试……300多名工人在生产线上格外忙碌。公
司党总支书记鲁勇说：“现在这些产品是春节
前签订的合同，我们正在抓紧生产哩！”

生产一台精密的医疗设备需要多久？三天
两夜！复工后的GE医疗集团北京工厂，加足马
力生产出了一台原本需要三周才能生产出的

“深度天眼”CT。随后，这台 CT 被运抵武汉雷
神山医院，为新冠肺炎确诊提供重要支持。生
产经理冯健说，这就是一个不可能的“奇迹”！

“机器声一响，心里就特别踏实。”中铝
瑞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峰看着公司生产
车间里一块块铝锭经过热轧、冷轧等工序变
成一片片铝片，吊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产能上来了！

复工复产，产能提升。在广西玉林市政府
的协调下，玉柴集团复工当日发动机产量就恢
复到了正常产量的60%。董事长晏平面露喜色：

“没敢想过会这么顺利，还能提前交订单！”
在浙江，随着物资、用工等问题的解决，众

多企业进入了复工复产的快车道。双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企划部经理郑明妫表示，从 2月 11
日复工，短短十几天，企业产能恢复到100%。

作为湖北省主要口罩生产商，稳健医疗
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被湖北省纳入疫情防控物
资重要调度生产企业，工信部和湖北省共同
发力为公司解决原料和运输问题。截至2月20
日，这家公司已生产口罩超1.5亿只、防护服
55.75万件，产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有力支援
了湖北各地的疫情防控。

2月24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丛亮在国新
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复工率逐步提高。口罩企业产能利用率已
达到 110.3%，全国粮食应急加工能力复产率
已超过70%，煤矿产能恢复率达到76%，铁路
装车数已恢复到节前正常水平的95%左右。

数字背后，是中国经济奔涌的活力！劈
波斩浪，向前！向前！

（记者庞革平、李纵、龚金星、马跃峰、
朱佩娴、贺勇、刘新吾、常碧罗参与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