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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疫情之
下，浙江台商台企响应号召积极复工复
产，生产线加速运转，保障医用物资和生
活用品的稳定供应；浙江省有关部门也连
连出招——协助招工、打通“堵点”、加速
审批……系列措施为台商台企安全复工复
产扫清障碍，帮助中小台企渡过难关。

截至2月底，浙江台资企业中超90%已
经复工复产和申请近期复工，其中规模以
上台企复工复产率已达 98.87%。浙江台商
台企已重回正轨，加足马力驶上复工复产
的“快车道”。

开足马力生产“硬通货”

疫情期间，口罩、消毒液等防护消杀
用品成为全国急需的“硬通货”。作为口罩
生产企业的老板，季维义一直关注着疫情
发展，他的杭州醍筠实业有限公司也为提

前复工复产做足了准备。
大年初一，还在台湾过年的季维义接

到当地政府要求紧急复工的通知，他立即
定了回杭州的机票，并通知留守工厂的工
人先干起来。

“我们回来后发现仅剩 8名本地工人在
岗，口罩生产很受影响。”季维义介绍，为
解决人手短缺的问题，当地政府协调几十
名本地村民到工厂帮忙，还有不少志愿者
闻讯而来充当“临时工人”。

“我们的产能正在慢慢恢复，现在N95
口罩每天能做 1万个。”季维义说，目前公
司暂停出口订单交付，全部产能支援大陆
抗疫一线。

在嘉兴，一条“沉睡”多年的口罩生
产线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唤醒，重新披挂
上阵。

作为专业生产无纺布制品的台资企
业，宏昌生物医疗科技 （平湖） 有限公司

已承接了大量医用防护服的生产任务，但
公司责任人还是要求已停产六七年的口罩
生产线尽快复产，以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
口罩需求。

“设备停了太久需要维修，耳带、铝条
供应量也上不来。”公司负责人坦言，让

“老将”重出江湖远比想象中困难。得知企
业防疫物资生产受阻，当地台办立即采取
行动，协调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联系设
备维护人员，并呼吁上游供货商支援生产。

135 个供货商来电、13 位专业技术人
员、14 名经验丰富的工人……大年初六，
这条临时组建的生产线终于全速运转了起
来。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口罩日产量约1
万只，待全面调试完成后，预计日产量可
达 2万只。“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加足马力
生产医用口罩。”

打通生产供应链“堵点”

“ 不 停 转 动 的 生 产 线 让 人 心 里 踏 实
啊。”看到这条世界上最快速的方便面生产
线加速运转，苏立荣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大年初四，康师傅杭州顶益食品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传来机声隆隆。从原材
料到成品，几十道工序正在生产线上快速
流转；工厂外一辆辆红色大货车一字排
开，轮候装运刚刚下线的产品……

苏立荣是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华东区
董事，和往年春节一样，他要求工厂提前
把货备足。但一场疫情使得方便面成了消
费者争购的居家食品，更是抗疫一线医护
人员和建筑工人不可或缺的方便食品。“我
们杭州工厂储备的 160 万箱库存只剩下 20
万箱不到。”眼看着库存告急，苏立荣坐不
住了。他叫来几名主管一合计，决定大年
初四提前复工。

戴口罩、测体温、手消毒……工人们
“全副武装”，经过重重关卡回到工作岗位
上。不过复工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物流配
送问题成为复工伊始的最大困难。“原材料
送不进来，成品又出不去，坐着干着急。”

在杭州市台办的协调下，商务、交通
等部门开出200余张通行证，帮助企业打通
了生产供应链中的“堵点”。“现在我们的
方便面日产量已达到 35万箱，并且还在恢
复增长。”苏立荣表示，特殊时期不少部门
都为企业复工复产开了绿色通道，希望能
尽快摆脱疫情影响，努力重回正轨。

截至目前，康师傅控股华东地区公司
已向省市医护及防控一线捐赠了1万余箱方
便食品，并持续向各地输送方便面、饮用
水等后勤保障物资。此外，佰影数字科技
自费 60 万元制作“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灯光秀，号召两岸同胞携手抗击疫情；旺
旺、五生农业等浙江台企也先后捐赠防疫
用品和民生物资数百万元。

协助中小台企渡过难关

“外卖 31 号卤肉饭好咯！”每天中午，
外卖小哥都会守在位于临海市巾山路的

“TAIPEI”咖啡店里，将一份份台湾美食送
到顾客手中。

店主是“80 后”台青陈佑昇，这个冬
天，他开发了几个新菜，备足存货准备迎
接春节客流，但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他
的经营计划。

“人们都用在家自我隔离的方式来抗击
疫情，根本没有顾客，每天损失近 3000

元。”陈佑昇坦言，食材堆积消耗不掉，再
加上担心疫情扩散，当时经营压力很大。
不过出于对这家店的热爱，他还是决定

“咬咬牙，坚持经营下去”。
考虑到疫情防控，陈佑昇主动改良菜

品，将经营重心转为线上外卖业务。当地
食品卫生、市场监管等部门积极配合，上
门检查、简化手续、加速审批……仅仅几
天时间，“TAIPEI”咖啡店就在各外卖平台
火速上线。

“对于台企的帮扶，我们要做到‘电话
打一遍、台企联系一遍、实际困难了解一
遍’。”浙江省台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浙江多地已出台涉及法律、金融、关爱服
务等多项帮扶措施，帮助台企解决融资
慢、用工难等问题，与有困难的中小企业
一道共渡难关。

在杭州台协会长周鲍华看来，此次
疫情对台企特别是中小企业来说是一个
考验。但随着多项帮扶政策出台，台企
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转危机为
契机。

“我们现在每天都有2000元左右的外卖
收入，订单也越来越多。”受惠于多项扶持
关爱政策，陈佑昇深感政府与其共克时艰
的信心，“困难是暂时的，相信疫情会很快
过去，期待春暖花开，大家都来尝一尝正
宗的台湾味道。”

浙江浙江：：台企驶上复工复产台企驶上复工复产““快车道快车道””
本报记者 金 晨

素有“香港美食地标”之称的珍宝海鲜舫水上餐厅近日宣布暂停营业。
1976年重建、已有44年历史的珍宝海鲜舫，是昔日香港繁华的见证，也是很多
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从生意兴旺到黯然停业，珍宝海鲜舫的命运，是持续大半
年的社会动荡下香港经济的一个缩影。近期，暴力示威卷土重来，业界感叹：
这让香港经济雪上加霜，或将陷入严冬。

饱受“揽炒”伤害 经济面临下行

珍宝海鲜舫位于香港南区深湾，古典华丽，英国女王等多国政要曾到此参
观，李小龙、周星驰的电影也曾在此取景。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得悉珍宝
海鲜舫暂停营业的消息后表示“心碎”，直言是黑暴“揽炒”的另一受害者。

去年下半年以来，面临经营困难的餐厅不在少数。记者在铜锣湾看到，不
到 300米距离内，已有多家餐厅关门歇业。一些中餐馆即使在饭点也是冷冷清
清、食客不多。“进入3月，估计陆续有2000间酒楼结业。”香港餐务管理协会
主席杨位醒说。饮食业职工总会主席郭宏兴表示，全港有25万饮食从业员，估
计现有一半人在过去一个月放无薪假。

暴力示威活动在今年 1月已经式微，苦苦支撑数月的餐饮业以为能迎来回
暖，然而近期暴徒又开始在旺角纵火袭警，引发骚乱，这让从业者对市场的反
弹预期低迷。

受到黑色暴力影响的，远不止于餐饮行业。
被誉为市场“晴雨表”的香港商铺经济，也进入“超大型调整期”。数据显

示，2020年第一季度香港四大商铺核心区的空置率高达9.2%，其中铜锣湾的空
置率为四个核心区之首，达至12.2%，很大程度上是过去半年多示威活动时常发
生在铜锣湾而产生的直接影响。商铺中介行董事卢展豪坦言，很多人表示担心
暴力活动卷土重来，对未来没有信心。

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0年1月，香港零售额同比下跌21.4%至378
亿港元。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邱安仪称，今年上半年情况悲观，预测整体
零售表现按年跌30%至50%，将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暴力冲突不止 香港难有发展

持续大半年来的暴力示威，不仅使香港经济下滑，还影响到市民生计，更
让市民安全感下降，外国投资者信心降低。

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会长巢国明说：“好多公司要裁员、冻薪、轮流返
工，影响很多人。”他坦言，去年底到今年农历年前那一段时间，暴力冲突平静
了许多，加上政府推出相应措施，大家都开始抱有希望。但暴力分子却借新冠
肺炎疫情又开始大肆破坏，“搞事分子又出来了，大家都感到好无奈。”从社会
失业率来看，暴力示威使得失业率升至3.4%。

警方提供的一组数字显示了罪案率的变化与香港经济的起伏轨迹之间的关
联性。去年上半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较前年同期下跌4.7%，然而去年下半年的

暴乱，不单抵销了4.7%跌幅，到年底整体罪案数字反倒呈现9.2%的升幅，是2007年之后首次上升。
罪案不降反升，没有充足安全感的环境，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反应商界信心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 去年12月已降至40.8，到2月已低至33.1，该指数低于50即代表衰退。业内人士预测，黑暴如若
继续，营商环境继续恶化，投资者信心必然受到进一步打击。

“若暴力事件持续下去，任何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现在各方面
都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困难，希望大家保持理性，不要再有过激行为。”

港府政策纾困 行业积极应对

为纾解暴力示威对港经济及对民生的影响，同时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短期困难，香港特区政府出台
了多项措施，银行、保险等行业、协会也积极应对。

特区政府去年宣布四轮纾困措施、半个多月前提供300亿港元防疫抗疫基金，2月底公布逾1200亿港
元纾困措施的预算案等。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络发文称，希望透过大力度的逆周期措施，令香港
经济尽早得以复苏。他还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内地庞大市场，都为香港带
来巨大的机遇。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认为，特区政府大规模的纾困措施预计能够为企业提供及时和有力支
持，同时预算案继续为社会建设及经济发展进一步投放资源，相信可推动香港经济在逆境中向前发展。

现阶段本应是750万香港民众携手共渡难关、全力抗疫之时，然而黑衣暴徒又现香港街头。有人不
断在港铁等交通工具放置真假难分的炸弹，散播恐慌情绪。有人向小区防疫设施投掷汽油弹，严重影响
医护人员及病人的安全，干扰防疫工作。近日，警方侦破三起炸弹爆炸案，拘捕17人，检获土制炸弹半
成品和2.6吨制造炸药的化学品。有人呼吁，香港绝不能成为恐怖主义滋长的土壤。

黑色暴力需要警惕苗头、及时制止。香港的长期繁荣、750万香港同胞的福祉，有赖于共同对暴力
说“不！”。 （本报香港3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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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某台资企业工厂内，车间员工正在加足马力生产医用口罩。
中新社记者 蔡自鑫摄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瑞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台企旺旺集
团为协助大陆各地医疗系统抗疫，紧急调拨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
生成设备与除菌液产品，捐赠给湖北武汉、黄冈、孝感等地的医疗机
构，并在相关城市指定地点免费供应水神除菌液给市民使用。截至目
前，旺旺集团捐赠的水神除菌液等设备与产品累计超过 1200 万元人民
币，饮料食品的捐赠超过1100万元，捐赠总额累计超过2400万元。

旺旺水神除菌液的主要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HClO），pH值在
5.0-6.5间，是一种透明无色、无刺激、高效又安全的除菌介质，能有效去除
物体表面的微生物。除了能在防疫中使用外，水神在企业复工复产的过程
中也扮演着消毒杀菌的作用。据了解，台企鼎泰丰等餐饮企业就在复工后
使用水神雾化器、除菌液等产品，使用餐环境和食品安全更有保障。

从 3 月 10 日起，
湖北武汉所有方舱医
院全部休舱。

◀ 在武昌方舱
医院，医护人员送走
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后
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台州市仙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的花木基地，农民们忙着修枝。
王华斌摄 （人民视觉）

▶ 武汉方舱医院休舱仪式之后，江西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们在
拍摄合影时短暂摘下口罩，露出笑容。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记
者赵展慧） 记者 11 日从中国民
航局获悉，经多方周密协调、
克服困难，民航局分别于 3 月
10 日下午和 11 日凌晨组织安排
两岸临时航班运送在鄂滞留台
胞 361 人返台。其中东航运送
192人，台湾华航运送169人。

这是继 2月 3日组织东航首
批运送247名台胞返台后，民航
局第二次组织两岸临时航班运
送滞留台胞。截至目前，民航
共计安全运输 608 名台胞返台，
将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的理念
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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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企旺旺捐赠除菌用品助防疫台企旺旺捐赠除菌用品助防疫

新华社南京电 （记者陆华东） 近
日，江苏省台办与江苏银行联合出台

《江苏银行支持全省台资企业复工复产和
健康发展综合金融服务方案》，江苏银行
将在3年 （2020-2022年） 内累计为江苏
台企提供不少于100亿元的授信总额度。

《服务方案》涉及信贷支持、绿色通
道、资源配置、特色产品、员工关怀、
创业支持、财富管理、增值服务等内
容，旨在加强银企对接，降低融资成
本，帮助台企复工复产、健康发展。

江苏银行各分行和江苏省各设区市

台办、昆山市台办还明确了落实这一服
务方案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以便对符
合条件的台企需求第一时间响应，主动
对接服务。

江苏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多、台企最
密集的地区之一。2019年，全省新批台资
项目数超过750个，同比增长12%，协议使
用台资近 75亿美元，同比增长 22%。截至
2019 年底，江苏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 2.8
万个，实际到账台资超800亿美元。目前，
江苏规模以上台企复工率超过99%。

江苏银行 3 年内将为当地台企
提供不少于100亿元授信总额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