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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吧，黑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
“ 我 们 是 同 海 之 浪 ， 同 树 之 叶 ， 同 园 之
花”……这些印在中国企业对外援助医疗物
资包装上的寄语，令人振奋、给人温暖，激
励着国际社会携手抗疫，为世界加油鼓劲。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
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但境外疫情呈现令人
担忧的加速蔓延态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在近期举行的例行疫情简报会上
表示，许多国家大量需求物资，未来物资
短缺将是一个挑战。“相知无远近，万里尚
为邻”，在这种背景下，从官方到民间，一
股援助世界的暖流在中华大地上奔腾流
淌。中国企业在保证国内供应的同时，立
即协调行动，运物资、派专家、出方案、
谈经验……助力国际战“疫”，向世界传递

“中国温度”。
驰援海外，彰显中国企业道义与担当。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们没有忘记，
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候，许多国家和国际
组织向中国伸出了援手。在全球抗疫的关键
时刻，中国企业也尽己所能，贡献力量。近年
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不断拓
展海外业务。不仅技术、标准、装备出海，企业
文化、精神、理念也逐渐在当地生根开花。除
了经济效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当地，
也成为企业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准。基于这
种责任和担当，不少中国企业克服了采购、生
产、运输等环节的重重困难，将紧缺急需的医
疗物资及时送往所需地，赢得当地民众的信

任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驰援海外，凝聚国际社会信心与力量。

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
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中占据重要地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中国企业复工复产正稳步有序推进，医
疗物资生产能力也在快速恢复和提升。此
外，很多中国企业参与了国内疫情防控，积
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无论是生产供应物
资、提供技术保障，还是选派专家指导、介
绍诊防经验，中国企业的加入，无疑会增强
全世界抗疫信心，凝聚起国际社会战“疫”

合力。据外媒报道，中国企业“跨界”生产
医疗物资的经验已被多国借鉴。在疫情较为
严重的国家，一些飞机和汽车制造商开始考
虑转型生产呼吸机等医疗设备。

驰援海外，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和扩散，再次印
证了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也让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当今世
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
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疫情无国界，身处地
球村的人类此刻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战
胜疫情，放任、迟疑、偏见都无济于事，唯有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有了困难一起扛”是中国
企业的选择，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一次生动诠释。

青 山 一 道 同 云 雨 ， 中 企 援 外 共 战
“疫”。国内国外两条战线，各行各业众多领
域，大疫当前，中国企业送上了爱心与温
暖，带来的是信任与尊重。疫情对他们而言
是考验，也是磨练。在全球战“疫”结束之
前，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
与各方一道并肩作战，迎接胜利曙光。我们
更相信，经过此次大考，中国品牌必将愈擦
愈亮！

向 世 界 传 递 “ 中 国 温 度 ”
史志鹏

“援中”全球采购 “援外”回馈全球

“之前我们在全球采购物资支援中国，现在疫情在全
球蔓延，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该是我们履行全球责任
的时候了。”复兴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的这段话，代表了此
次许多“援外”中国企业的心声。

在疫情暴发初期，郭广昌曾要求海外各团队不惜一
切代价向国内运送医疗物资。复星在全球深耕多年的产
业资源，此刻派上了用场。短短 10 小时，从法国、英
国、德国、葡萄牙、日本、印度等地采购的 24万多套防
护服和 20多万只医用口罩就已落实。第一批来自葡萄牙
的1万个医用口罩，60个小时后就送到了国内。

只是当时郭广昌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复星全球采
购渠道上的物资就地“调头”，开始从中国向海外输送。
3月1日，3.6万件防护物资紧急调运日本，复星的“全球
援助计划”自此大幕拉开。援助意大利 4.55 万件医护物
资、援助韩国2.2万件医护物资和10万支检测试剂、最新
一批援助英国的 2300件医护物资和援助法国的 8.55万件
医护物资，也已于3月20日送达。

郭广昌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需要一批全
球化的企业来整合全球资源。全球化企业也是中国战略资
源和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复星这样的全球企业应该
主动承担起责任，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全球。”

李敏是阿里巴巴菜鸟网络包机事宜的负责人，一个
多月前，他亲自接收了日本捐赠的 12.5 万套防护服。他
和同事们星夜兼程，将物资送到急需医疗物资的 20多家
国内一线医院。而3周之后，李敏又在忙着运输送往日本
的物资了。5辆长16.5米的厢式货车从天猫超市菜鸟浙江
嘉兴仓连夜出发，前往上海，车上装的是 100万只口罩，
它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日本。“在我们最需要防护服的时
候，他们二话不说送来了，现在应该我们帮助他们了！”

自3月2日起，马云基金会和阿里巴巴基金会先后向
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美国、非洲捐出
多批口罩及试剂盒等物资，数量达数百万件。

经济全球化，让人类愈发休戚与共、唇齿相依。这
个课本上的朴素道理，在一次次“救援与反向救援”的
故事中，变得真实可感。

1月31日，国内疫情紧急，意大利国际米兰足球俱乐
部主席、苏宁国际总裁张康阳宣布，向武汉紧急支援 30
万只口罩。3月11日，意大利确诊病例破万，苏宁国际向
意大利捐赠首批急需物资口罩30万只。

“我们希望能够依托国内成功的抗疫经验帮助意大利
迅速遏制疫情蔓延。”张康阳说，“同时我们也将依托苏
宁国际全球供应链采购，继续加大对意大利的援助力
度。”

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成长为全
球化公司的同时，也在承担起更加“全球化”的责任。

搭建咨询平台 服务全球抗疫

“我非常担心我所在的城市……”3 月 16 日凌晨 2 时
40分，微医集团上线的“微医全球抗疫平台”收到了一
条特殊的咨询。这条信息来自意大利萨丁尼亚省萨萨里
市一位名叫Luca Varcasia的全科医生。

此时的意大利，已成为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而
Luca所在的萨萨里市，则是该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为
了更好地了解疫情，Luca开始搜寻关于新冠肺炎医疗防
疫的信息，此时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推介的微医全球抗
疫平台 （中英文版） 进入了Luca的视野。

他把萨萨里市的严峻形势和同事们对疫情防护问题
的困扰详细写了下来，通过微医平台向中国同行发出了
一封跨越山海的“求援信”。收到求援的微医平台迅速联
系上了 Luca，并邀请武汉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赵雷
为意方开展远程咨询。

于是，3 月 18 日 20 时，一场中国医生与意大利同仁
跨越7个时区的对话，在微医全球抗疫平台上展开。赵雷
详细回答了Luca和同事们提出的7个疫情防控问题。“赵
医生和微医带给我和同事的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都是

‘纯金’。”Luca在咨询结束后说。
据悉，赵雷在武汉一线传授的这份“中国经验”，不

仅帮助了意大利同行，来自荷兰、印度等另外9个国家的
用户也收看了这场直播，国内外观看人次过万。截至3月

24日12时，微医全球抗疫平台共集结7273位医生参与国
际救援，累计服务49438位咨询者。

在中国企业搭建的全球抗疫咨询平台中，海外华侨
华人留学生是重要的服务对象。疫情在国内外传播上的

“时间差”，造成不同地区对防控重视程度的“认识差”。
许多海外同胞对此感到非常焦虑。

针对这一情况，京东健康推出“全球免费健康咨询
平台”，专门开设了心理求助热线。海外同胞如在疫情期
间出现紧张、焦虑情绪或强迫症状等，可拨打热线电话
400-622-6108，享受免费心理疏导服务。

此外，京东平台还专门设立了由 30多名中医专家组
成的“中医抗疫专区”。“换一种方式帮助更多患者答疑
解惑，利用我们的专业指导他们管理好自己的身体，这
是中医人的责任担当。”在京东平台上提供义诊服务的中
医内科医生陈松琴说。通过这一平台，在国内疫情防控
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医药走出国门，切实帮助到更
多海外用户。

“两个多月来，海外同胞心系祖国，捐款捐物支持国
内战‘疫’。如今，疫情在海外蔓延，身处海外的亲人们
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感同身受。”京东健康
首席执行官辛利军表示，“在接下来的全球防疫工作中，
我们将继续结合新变化、新需求，不断完善产品和服
务，与 6000 万海外同胞和全球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
艰，为他们筑起线上战‘疫’长城。”

深入战“疫”前线 分享中国经验

在中国所有对外援助中，等级最高的无疑是派出专
家组。而专家组的成员构成也很有讲究。常常包含红十
字会人员、临床救治专家、疾病防控专家、语言翻译专
家以及医疗企业专家。

在中国援助伊拉克专家组中，就出现了2家中国企业
的身影：上海联影与达安基因。联影是中国高端医学影
像设备研发企业，不仅为伊拉克捐赠了集设备间、扫描
间、CT、消毒装置于一体的“方舱 CT-应急放射科”，
其公司资深临床培训专家也将为伊拉克当地医生提供疫
情相关影像技术的知识培训。而达安基因技术服务总监
杨鸿辉，则带上了达安基因新冠核酸检测试剂、核酸提
取仪、生物安全柜等整套PCR实验室设备及耗材，共计
100余箱。

“伊拉克有核酸检测技术，但缺乏将技术应用于检测
的能力。例如国内基本每家医院都有核酸检测实验室，
但伊拉克全国只有巴格达中央实验室可做核酸检测。”杨
鸿辉说。由于检测存在缺口，检测能力有限，伊拉克对
疫情传播真实情况的掌握上存在难度。

中国“搬家式”援助的物资派上了用场：中方为伊
拉克援建了整个核酸检测实验室。“如果每天按 8小时工
作，实验室大概可以检测 500例样本。如果全天候工作，
每天可检测1000例样本。”杨鸿辉说，中方援建的实验室
3 月 25 日已投入使用，这将对伊拉克卫生部扩大检测人
群、弥补检测漏洞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医疗系统薄弱的伊拉克来说，提升检测能力是当
务之急；而对于医疗基础较好的意大利，中方专家组则选
派了中国血液制品专家、国药中国生物副总裁杨汇川。

“我这次来的核心任务是介绍中国在诊疗方面的抗疫
经验，特别是分享康复者血浆应用于临床危重病人治疗
的经验。”杨汇川对记者说，“意大利的采供血机构是比
较完善的，现在也有了 2000多位康复者，采浆工作有一
定的基础。”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生物率先提出了
康复者血浆治疗新冠感染重症患者的疗法，救治效果得到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肯定。截至 3月 21日 14时，中国生
物在国内设立的 50个采集点已采集到康复者血浆捐献超
过1000人份。“一名康复者的血浆平均可用于2至3名患者
的治疗。”中国生物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意味着近
3000个危重生命和上千个家庭可能因此重获希望！”

据杨汇川介绍，意方对康复者血浆疗法“非常感兴
趣”。在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北部城市之一帕维亚，经过
与中方交流，帕维亚大学医院正在制定康复者血浆的采
集和治疗方案。“医院的专家表示非常感谢这次交流。”
杨汇川说，“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加强交流，开展更加
紧密的合作，尽快使康复者血浆应用于临床，减少死亡
人数。”

捐赠医护物资、上线咨询平台、随援外专家组分享中国经验——

全球战“疫”，中企不缺席
本报记者 韩维正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发生变化，国内持续向
好，国外日趋严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
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
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以及79个国家和10
个国际组织为中国人民提供的抗疫物资捐助。中国愿

继续与各方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全球大
流行的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眼下，一批批来自中国的援助正在输送到世界上
需要的不同地方。而在这些“援外”队伍中，就有不
少中国企业的身影。 3月16日，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马云公益基金会提供的30万只

口罩运抵比利时列日机场。 新华社记者 张 铖摄

3月17日，中国医生正通过微医全球抗疫平台为海外同胞提供免费在线咨询服务。 龙 巍摄 （人民视觉）3月17日，中国医生正通过微医全球抗疫平台为海外同胞提供免费在线咨询服务。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3月20日下午，复星基金会首批捐赠英国2300件医护物资抵达伦敦。 复星集团供图

3月18日，由达安基因参与的中国援助伊拉克专家组，正在伊拉克巴格达帮当地医护人员调试核酸检测实验
室设备。 新华社发

3月18日，由达安基因参与的中国援助伊拉克专家组，正在伊拉克巴格达帮当地医护人员调试核酸检测实验
室设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