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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 一手促发展 

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正有
序恢复。如何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相适应的经济社会
运行秩序，使供需两端热起来、转起来、动起来，成
为眼下的重要课题。据了解，有关部门已出台并推进
落实一系列针对性举措，以畅通供需循环，释放内生
动力。

做好重点物资保供稳价

畅通经济循环，重点物资供应充足是基础和前
提。肉禽蛋奶等重点农产品，就是事关消费者生活质
量的重点物资。

3月19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魏宏阳介绍，这一段时
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
施，各地也都在积极行动，在上游环节抓饲料保供，
在下游环节推动屠宰企业复产复工，搞好产销对接。

“饲料和屠宰环节目前复产复工率都已经在 80%以
上，同时我们有序推动开放活禽交易市场，帮助一些
企业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其中，南方黄羽肉鸡主产
省活禽交易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家禽屠宰企业开业率
已经超过80%，活禽压栏、产品压库的问题已经得到了
明显缓解，种蛋入孵量和雏鸡的市场投放量都已经趋于
正常。应该说，困难已经得到大幅度缓解。”魏宏阳说。

作为大多数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猪肉供应对群
众生活的影响十分牵动人心。在发布会上，国家发改
委价格司一级巡视员彭绍宗表示，国家发改委会同有
关部门采取了有力措施，多管齐下保障群众生活。“去
年以来，我们多次投放了中央冻猪肉储备，今年春节
假期过后又连续6周投放，本周还将继续投放。许多地
方政府也密集进行了联动投放，并加大产销衔接与货

源组织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市场供应。同时，还鼓
励增加禽肉等替代品的生产供应，增加肉类的进口，
多样化地满足群众肉食消费。”彭绍宗说。

千方百计促进消费回补

3月18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介绍，目
前全国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超市、品牌连锁
店、电商平台以及快递业的开业率都超过了 90%。同
时，商务部监测的重点零售企业2月下旬日均销售额比
2月中旬增长了5.6%；3月上旬，环比又增长了0.5%。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统筹防疫保供、流通发展和
消费促进工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千方百计促

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壮大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
为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当前乃至今后一
个时期，商务部将重点要抓好加力企业复工营业、扩
大重点商品消费、壮大服务消费、促进城市消费、提
升乡村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创新消费促进平台等七
个方面的工作。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的逐步恢复，特别是复工复产
的有序推进，被疫情抑制、冻结的消费需求很快会释
放出来。同时，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和升级
消费也很快会培育发展壮大起来。”国家发改委就业收
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说。

哈增友表示，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促进消费回
补和潜力释放，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上下

左右协同发力。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压实地方政府推进
复产复工、恢复营业的主体责任，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抓紧取消过度管控的做法和规定，尽快让消费
热起来、让经济活起来。

有序释放经济内生动力

“消费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和新的增长点。疫
情发生以后生活必需品消费稳中有增，餐馆的堂食转
外卖、外出用餐变成了居家做饭，1—2 月份食品销售
同比增长 9.7%。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拓展，无接
触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模式、新方式
快速发展。同时，人工智能、远程办公、‘互联网+医
疗+药店’等逆势发展，信息消费、防护用品、卫生健
康用品这些消费显著增长。”王斌说。

当前供需循环过程中出现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
将得到有力支撑。据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高
政介绍，疫情期间，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
业异军突起、逆势上扬。网络动漫、网络音乐、网络
直播、短视频等业态的流量大增，用户规模、日均用
户时长节节攀升，相关指标创历史新高。各地博物馆
推出了 2000余项网上展览，春节期间总浏览量超过 50
亿人次，众多 5A 级景区开辟了线上游览功能，一批
VR文化旅游产品在网上广为传播。高政表示，未来要
进一步扩大优质数字文旅产品供给，加快释放新兴消
费潜力，发展沉浸式体验型文旅消费，引导和培育网
络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消费新热点新模式。

多位专家表示，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与促进消费
需求回补同步进行的过程中，供需循环加速将有力地
支持和保障中国经济平稳运行。未来，在新型城镇
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一体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农村改革等因素推动和支撑下，中国经济
韧性将进一步展现，内生动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中国经济供需循环愈加畅通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来，河北省多地根
据市场供需动态，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协
调当地畜禽养殖企业饲料
供应，保障运输畅通，有
序 引 导 畜 禽 企 业 复 工 复
产，保障肉、蛋、奶等产
品市场供应。图为在河北
省成安县一家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工人将鸡蛋装箱。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上塘镇脱贫攻坚重点工程风电场项
目由泗洪远能风电有限公司投资兴建。为了把疫情耽误的工期
夺回来，该公司近日积极组织复工，加班加点，抢抓工期。图
为3月18日，该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在风电机组塔筒内紧张工作。

张连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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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19日电 （记者邱
海峰） 19 日上午，42 辆满载着 1000
多吨扶贫产品的大货车抵达武汉。这
批由中国平安全体党员、全体员工爱
心捐助，采购的总价值近 2000 万元
扶贫产品，将作为生活物资通过武汉
市慈善总会捐赠给武汉市人民，助力
当地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据悉，这批捐赠武汉的生活物
资，来自中西部 12 个省、自治区、
市特别是“三区三州”的深度贫困地
区，包括新疆的红枣、甘肃临夏州的
牛肉和陇南文县的香菇、云南怒江州
的大米、四川凉山州的洋葱、西藏的
牦牛肉，以及来自湖南十八洞村的茶
油生活制品、内蒙古的阴山优麦、民

丰土豆和巴彦淖尔河套的面粉及面
条、江西赣南苏区的茶油和大米、陕
西铜川的苹果和佛坪香菇蜂蜜、贵州
雷山的红米和台江的香菇、广西百色
的芒果干等。

平安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中国平安通过“三村百宝”扶贫
农产品集中采购和搭建“产销一体
化”平台，以消费扶贫的方式，累计
帮助中西部 12 个省市贫困地区的农
产品销售达1.6亿元。

截至目前，中国平安公司和员工
累计捐赠公益善款超过 1.2亿元，捐
助各种物资 3100 多万元，用于湖北
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防控物资采购
和抗疫药物临床试验及研发。

平安向武汉捐赠2000万元扶贫产品

本报天津3月 19日电 （记者朱
虹） 3 月 19 日，“天津—胡志明”集
装箱班轮新航线开通。这是天津港集
团今年开发的首条“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新航线。目前，天津港通达
东南亚的集装箱航线有 32 条，年货
物吞吐量超过157万标准箱，已恢复
正常水平。

天津港是京津冀和“三北”腹地
海上门户，距离雄安新区最近的港
口，中蒙俄经济走廊东部起点，“一
带一路”重要海陆交汇点。“近年
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活
沃，京津冀和‘三北’腹地的企业与
之在各领域的深入合作也随之密切起
来。”天津港集团物流经营中心主任

余雷告诉记者，天津港在各地设立了
百家营销网点，形成了基本覆盖晋、
陕、豫、蒙、宁、甘、新、冀等地区的海铁
联运网络。今天新开通的这条集装箱
班轮航线运送的货类包含天津的进出
口电子产品、河北的出口药品、山西
的出口肥料、越南的进口水果等。

以天津银龙集团出口货物为例，
天津港到越南胡志明港的直航航线从
每周一班改为每周两班后，直接解决
了直航运力不足问题，减少了货物在
港等待船舶的时间，企业可以节省2
天的全程运输时间和减少 5%的物流
综合成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截至目前，天津港拥有“一带一
路”集装箱航线46条。

天津港开通海上丝绸之路新航线
3 月 19 日，在中国至东南

亚大通道重点工程昆明 （岷
山） 至楚雄 （广通） 高速公路
扩建工程最高桥——横山村 2
号桥现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工人操作液压爬模机将模板顶
到58米的高度，随后在高空作
业面开始绑扎钢筋。至此，该
工程全面复工复产。昆楚高速
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带动沿线
多个贫困县的经济发展。

大图：项目部工人正在指
挥架设 T 梁。小图：项目部工
人正在进行T梁张拉作业。

孔祥文 王智海摄影报道

近期，北京市海淀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恢复商贸、餐
饮服务企业营业，为广大群众在购物、用餐等方面提供更多选择。图为3
月 19日，在位于海淀区的华熙 LIVE·五棵松商业街区，一家餐厅的工作
人员 （左） 为顾客测量体温。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北京商贸、餐饮企业有序复工一线抗疫一线抗疫

群英谱群英谱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孙国强——

为了疫情中4000多次的“新生”
本报记者 张远晴

两个月，4115个新生儿！
这是 1 月 20 日至 3 月 18 日期

间，从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380
多名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手中降
生的新生命。

面对记者的采访，产科主任孙
国强嗓音沙哑，但言语之间依然掩
饰不住兴奋。“目前，所有的新生儿
和产妇都状况良好。”孙国强说。

为了疫情期间诞生的这 4000
多个新生命，两个月间，孙国强
和同事们一直坚守岗位。虽然对
产科医护人员来说，早已习惯无
休的状态，但疫情期间怎么保证
产妇顺利住院分娩，成了孙国强

和同事们的头等大事。
“以前产妇住院分娩都有固定

的流程，现在还多了一道筛检程
序，就是要在短时间内筛查出疑
似感染的产妇，从而避免交叉感
染。”孙国强说。为此，医院设立
了“双分诊、双通道、双隔离”
的运行模式，将普通孕产妇和有
疑似情况的孕产妇有效地分开，
同时，科室高级职称医生下沉一
级，靠前指挥，保证疫情期间的
医疗质量。

因为疫情，不少产妇选择了
少出门，万不得已不去医院。所
以，这段时间，孙国强碰到的往

往都是异常紧急的状况。
孙国强还记得3月初的一天凌

晨，有一名只身来医院的产妇。
“她在凌晨 3点多就出现了产前阵
痛，送到医院后就快临产了。”孙
国强说，“一检查，胎心不好，胎
位异常，需要紧急做手术。”但一
打听，丈夫在酒店隔离，家人不
在身边，手术没人签字。

孙国强征得医院管理部门同
意后，让孕妇本人直接签了手术同
意书，并按照三级防护要求，立即
安排了隔离手术，最终母子平安。

一周后，孙国强得知了产妇
丈夫确诊的消息。现在回想起

来，作为密接人群，产妇也很有
可能被感染。但当时“情况紧
急，一心只念着保母婴安全”，孙
国强说。不过幸运的是，产妇和
新生儿一切健康，并未感染。

孙国强说，疫情期间，作为
武汉市非新冠肺炎孕产妇定点医
疗机构，在医院的统筹安排下，
产科承担了全市 30%的分娩量，
极大分担了其他定点医疗机构的
分娩工作，确保了特殊时期的母
婴安全。全体同事付出了很多。
科室取消休假，全员上岗，一路
艰辛，无怨无悔。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 4000 多
次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