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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3月17日上午，国家发改委召开3月份例行新闻发
布会，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疫情对宏观经济影
响、投资、消费、就业、产业链转移、物价等热点问
题作出回应。据介绍，在一系列应对措施的作用下，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扩散势头已经得到基本遏制，防
控形势逐步向好，这为经济尽早恢复正常运行提供了有
力支撑。从国家发改委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企业家信
心正在逐步回稳，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充满信心。

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有关部门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各地方各
行业分区分级、精准有序复工复产，取得了明显进展。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提高较快，除湖北
等个别省份外，全国其他省 （区、市） 复工率均已超
过90%，其中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广西、重庆等
已接近 100%。从电网企业监测的用电情况看，目前有
色金属行业用电量已达到去年正常水平，医药、化
工、电子行业用电量已恢复到正常水平的九成以上，
钢铁、机械、纺织行业用电量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八成
以上。铁路装车数已恢复到正常水平，民航、港口、
水运均正常运营。”孟玮说。

与此同时，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型项目也加速上
路。据介绍，投资项目审批方面，今年前2个月，国家
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19 个，总投资
1853 亿元，主要集中在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比
如，新建西宁至成都铁路对于构建西北至西南地区快
捷通道，加强兰西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联系，促进沿
线地区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再
如，深圳机场三跑道扩建工程将更好适应珠江三角洲
地区航空量增长需要，对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和粤港澳

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建设有重要意义。

充分挖潜释放动能

针对疫情对今年经济增长造成的影响，国家发改
委综合司副司长李慧表示，供需两端均受到了较大冲
击，一些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很
多困难。李慧强调，疫情的冲击是暂时性、阶段性
的。随着疫情防控的成效日渐显现，一系列已经出台
的阶段性应急政策措施逐步落地，特别是后续还将适
时推动出台一系列对冲政策，企业活力和市场潜力将
进一步激发，中国经济运行必将回归常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
是可以承受的，特别是我国拥有雄厚的物资技术基础
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应对疫情影响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李慧举例说，比如短时间内各种应急物资的生
产能力迅速扩张，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经济具有的强大
供给能力、适应能力和修复能力；再如网购快递、生
鲜电商、在线教育、远程问诊、远程办公等新兴服务
需求快速扩张，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和新产品出现了
逆势成长。

为充分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
能，下一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将重点做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一是有序推动复产达产，使人流、物流、资金

流有序转动起来，保持产业链总体稳定，畅通经济社
会循环；二是抓好各项援企政策落地见效，加大对重
点行业和中小企业帮扶力度，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
落实好减税降费、定向降准和稳岗补贴等各项政策；
三是积极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补齐疫情防控暴露出的短
板弱项，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四是努力稳定外贸外资，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运转，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五是着力释放发展
潜力，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步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动力和潜力。

全力稳就业保民生

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副司长常铁威表示，疫情对就
业的影响正在显现，受影响较大的，从行业上看主要
是消费类为主的生活服务业，从市场主体上看主要是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重点群体上看主要是高
校毕业生和农民工。“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还要靠发
展，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加力稳住就业的基本盘。同时，积极发展新
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开辟更多的就业岗位。”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稳就
业，如：全力破除企业复工复产的梗阻，避免过度管
控；落细落实援企稳岗政策，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获
得感；对就业困难人员群体，通过就业援助、社会救
助等做好兜底保障。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说，随着疫
情防控形势的好转，企业加快复工复产，市场供应形
势明显好转，价格趋向平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
管中国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但随着复工复产加速以及
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中国经济有望率
先恢复，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将进一步提升。

中国经济运行必将回归常态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来，河北省秦
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前提下，引导企业
有序复工复产。截至3
月 12 日，该区 144 家
规模以上企业全部复
工复产。图为秦皇岛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
机电设备生产企业的
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副司长
吴红亮 3 月 17 日表示，从目前看，
外资企业外迁的问题并不突出，外
资基本盘是稳的。

吴红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
由于交通物流受阻、人员无法到
岗、防疫物资不足等因素，外资企
业跟内资企业一样遇到了经营上的
困难。“我们了解到，部分企业也
出现了难以接到订单，或者接到订
单难以完成的情况，存在一些订单

转移的问题。”
“但是随着复工复产工作大力

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各个环节逐步
打通，形势逐步好转。特别是进入
3月份以来，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形
势不断向好，企业复工复产率不断
提升，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逐步
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
企业信心加快恢复。”吴红亮说。

吴红亮指出，虽然发生了疫情，
但我国产业链整体优势没有改变。

我国拥有强大的国内市场，在很多
行业领域，比如汽车、电子、机床、服
装等领域，都是全球第一大市场，这
是广大外资企业十分看重的。同时，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
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在这个
产业体系下能够实现从产品研发成
果到量化生产的快速转化，而且在
生产过程中，保持了高频灵活的产
品升级迭代，这对很多行业都非常
重要，也是外资企业高度重视的。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
响，国家发改委日前出台了“稳外资
11 条”，聚焦 5 个方面：积极帮扶外
资项目和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加大
推进重大外资项目的力度。改革外
资项目管理。落实负面清单，扩大鼓
励范围。做好投资保护和服务工作。

吴红亮表示，下一步，将督促
各有关省市发改委，会同有关方
面，抓好11项稳外资措施的落实，
特别是把工作做实做细，以外资项
目特别是重大外资项目为抓手，做
好稳外资工作。“我们相信，随着开
放红利的进一步释放，通过共同努
力，能为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深耕发
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外资企业预期
会更加稳定，长期在华发展的信心
也将进一步增强。”

外资基本盘稳稳的
本报记者 邱海峰

日前，随着大蒜出口
加工企业复工复产，山东
省金乡县大蒜市场呈现出
供需两旺态势，每天的加
工 出 口 量 在 6000 吨 左
右。图为3月17日，在金
乡县大蒜国际交易市场加
工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对
修剪好的优质金乡大蒜进
行包装，准备发往东南亚
市场。

杨国庆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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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湖北省荆州
市采取分区分类施策，
有序恢复农业生产。政
府积极组织农资企业供
应农资，由村组以“点
对点、无接触”方式配
送到农户手中。目前，
全市农资经销企业已足
额储备农民春耕所需的
种子、农药和化肥。图
为工作人员在荆州市一
处定点农资市场装运春
耕物资。
黄志刚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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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江苏
省连云港海州区坚持
疫情防控、农业生产

“两不误”，加强涉农
领域服务，出台、落
实惠农政策，激励涉
农企业加大春耕备耕
物资保障供应，为农
业生产提供保障。图
为海州区洪门街道纪
工委工作人员在一农
资企业了解春耕农膜
等物资生产情况。

刘 进摄

本报深圳3月 17日电 （成坤）
为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减轻用户运
营负担，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推出

“电力红包”，截至 3月 17日，该局
已完成全部符合条件的工商企业用
户清单梳理及电费核算发行工作，
首批电费减免全部落实到户，首批将
为3.35万工商企业用户（按用电计量
点计算）减少用电成本约5.5亿元。

据悉，深圳市政府发布“免除
工商企业 2 月份当月缴交两部制电
费中的基本电费，由市财政代缴”
惠企政策以来，深圳供电局仅用 8
天即完成执行两部制电价的工商企
业用户登记，并逐一明确发放的细

节，确保将政策的“硬货”“干货”
转化为全市用电用户到手红利。

深圳供电局还为全市电力用户
准备了另外一个“电力红包”，即在
2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该局每月
将降低除高耗能行业以外的一般工
商业和大工业企业电费5%，惠及深
圳企业超34万户，预计可减少用户
用电成本支出约14亿元，减免的电
费由深圳供电局承担。南方电网深
圳供电局表示，接下来将以更可靠
的保障、更精准的举措、更优质的
服务，全力支持深圳市经济社会恢
复与发展，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力量。

本报北京 3月 17 日电 （孔祥
文、李建军） 日前，北京新建城际
铁路联络线工程安全有序推进复
工复产，为完成全年工程建设目
标任务奠定基础。新建城际铁路
联络线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
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
后，它将北京两大机场及北京城
市副中心串联起来，形成快速客
运通道。

据中铁二十二局集团项目经理
冯建州介绍，他们承建的新建城际
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长 39.339 公
里，起自廊坊东站以东京冀省界

出，经廊坊市广阳区、北京市大兴
区，终至北京新机场以南京冀省
界，设廊坊东站、空港新区站、新
航城站和新机场站等 4 座车站，在
廊坊境内设动车运用所 1 座。铁路
等级为双线城际铁路，设计速度
200公里每小时。计划工期4年。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项目部为全面复工复产做了充分准
备：2 月 27 日，通过北京市大兴区
住建局组织的复工验收；随后，2
台吊车、4 台挖掘机及自卸车等来
到管段重点工程榆安 2 号隧道开始
施工建设。

北京新建城铁联络线工程稳步推进

据新华社杭州3月17日电（记
者段菁菁） 17日6时45分，26辆经
过全方位消毒消杀并配备防疫物资
的大巴车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的
龙井村出发，分别去往安徽、江西、浙
江衢州等地，接回采茶工、炒茶工
550人左右。这是西湖风景名胜区全
面保障西湖龙井茶复工复产的第一

步，西湖龙井茶将全面开采。
当下，西湖龙井茶中龙井43品

种已逐步进入开采期，总体开采面
在20%左右。

据悉，西湖街道所属的翁家山
村、杨梅岭村、满觉陇村、梅家坞
村、双峰村等重点茶村都已在近期
有序开展包车接采茶工工作。

南方电网为企业复工减负约5.5亿

杭州西湖龙井茶将全面开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