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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武汉“重启”，被网友比喻为
“热干面醒了”。热干面，是武汉人的最爱。
寒冷的冬日早晨，来一碗热腾腾的热干面，
胃暖和了，整个人都精神了。

暂时关闭离汉通道的76天里，吃上一碗
热干面成了不少武汉人的念想。武汉方舱医
院的医护人员在防护服上写下“想吃热干
面”，没过两天，100份热干面就由美团骑手
送进了方舱医院。

除了热干面，周黑鸭、奶茶、汉堡，甚
至是生日蛋糕和鲜花，只要有需要，美团骑
手都能送到。

2 月 15 日，武汉飘起鹅毛大雪。窗外点点
扬花，片片鹅毛。窗内江西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却犯愁了。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头发和贴身衣服
早已被汗水浸湿，只想洗个热水澡、换上干净的
新衣服。但是冬天的武汉阴冷潮湿，前两天洗的
衣服还没干透，长头发洗完一晚上也干不了。

一筹莫展之际，美团紧急从北京采购了50
台电吹风送到了江西医疗队手中。有了电吹风，
终于可以在忙碌的工作结束后一洗疲惫。

这已经是江西医疗队收到的第二个“爱
心包裹”了。医疗队抵达武汉初期，为避免
空气不流通、空间密闭交叉感染，宾馆的空

调不能开，室内湿冷难耐。3 天后，美团筹
集的 138 床电热毯送到了医疗队所在酒店。
电热毯盖在身上，暖在心里，武汉的冬天也
不是那么难熬了。

作为民营企业中的佼佼者，美团主动承
担起抗疫责任，彰显担当。

1月 26日，美团公益基金会捐赠 2亿元人
民币，设立全国医护人员支持关怀专项基金。截
至4月6日，已对全国18个省区市的16938支援
湖北医疗队医护人员拨付慰问金8683万元。

特殊时期稳住就业，就稳住了民心。1
月20日至3月30日，美团平台新增骑手45.78
万人，其中 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
27.2%来自制造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2
月 24 日，美团宣布启动“春归计划”，以长
期就业和灵活就业相结合方式向全国提供逾
20万个工作岗位。

面对疫情冲击，美团一方面积极筹集资
金物资解决医护人员后顾之忧，一方面承担
起稳就业责任，在危机中展现家国情怀和使
命担当。

腊月二十九，陈述华接到女儿王利的电话，说
武汉要暂时关闭离汉通道，今年过年不回家了，等
过段时间再回去。

王利没有告诉母亲的是，是她自己主动选择留
下，成为滴滴武汉社区保障车队的一名志愿司机。

“一个月，我跑了 5000 多公里。”为洪山区丽岛
花园社区的居民采购生活物资、带患慢性病的老人往
返医院做治疗、帮社区运送防护物资……每天早出晚

归，工作11个小时以上成了王利这个春节的日常。
2月中旬的一天，凌晨4点，正在睡梦中的王利

被一通电话吵醒。“丽岛花园社区的一位老人突发心
梗，急需用药！”挂了电话，王利迅速出发，驱车将
药从快递中转站送到了老人手中。事后，老人家属
握着她的手说：“幸好有你！老爷子凌晨3点的时候
刚经历了第三次抢救，还好药及时送到了！”

是什么让这个“90后”女孩毅然决然选择坚守武

汉？时间拉回2008年，18岁的王利是四川绵竹的一名
高中生。汶川地震中，绵竹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她说，12年前我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
暖，如今我有能力、有条件去帮助别人，我就要帮。

等志愿工作结束，王利最大的心愿就是回老家
一趟，好好休息休息。“火锅、米粉、烧烤、钵钵
鸡、甜水面，我准备挨个吃一遍！”

与王利同在的，还有滴滴武汉社区保障车队的
1000多名志愿司机。抗疫期间，这些志愿者为武汉
402个社区的居民免费提供服务，解决他们的紧急出
行需求。

除了社区保障车队，滴滴出行在 1月 23日号召
组建了武汉医护保障车队，共有16万名司机自愿加
入，累计服务37987名医务工作者。

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4 月 8 日，武汉恢
复开放，久违的烟火气回来了。“这样的武汉，更让
人珍惜。”王利说。

“紧急驰援，我们义不容辞！”“需要什么咱就生产
什 么 ！”“ 护 好 员 工 ， 守 好 生 产 ， 关 键 时 刻 不 掉 链
子”……疫情发生以来，感人的声音响彻耳旁，太多的
行动鼓舞人心。这当中，有一个规模不一般、力量不一
般的群体——民营企业。

疫情发生以来，他们一方面积极筹措物资，助力抗
击疫情；一方面有序复工复产，释放发展潜能，冲在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线作战”的最前线。

民营经济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
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
动就业。这般能量，在防控疫情当下更是展露无遗。

捐款捐物，书写家国情怀。
一箱箱口罩、消毒液、防护服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医

护前线；联想的 IT 设备，美的、TCL 和创维的家电，
金牛管业的管道产品，火速抵达武汉火神山、雷神山
医院；伊利、娃哈哈、禾丰牧业提供的牛奶、饮品、
蔬果肉蛋，进入防控一线、医护家庭……

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30 日 9 时，全
国共有110314家民营企业通过捐款捐物、设立基金、提
供保险保障、租金减免、各种补贴等方式支持疫情防
控，捐款 172.14亿元，捐物价值 118.83亿元，设立基金
61.81亿元，其他类保险保障、租金减免、补贴等151.21
亿元。

复工复产，挺起责任担当。
病毒检测产品需求大，春节期间，南京诺维赞生产

研发几乎不停；口罩、消毒液、负压救护车有缺口，山
东博科紧急研发转产，抗疫一线，民企制造给力。娃哈
哈全国80多个生产基地已全面复工；三一集团复工率达
100%；吉利整车制造工厂日产能恢复率100%，同时推动
产业链复工复产，经济恢复，民企力量加速。

岂止是复工复产，疫情发生以来，许多民企身处民生
保供最前线，生产经营一刻也不曾间断。

物美集团设立专项基金，平抑蔬菜等民生商品价格；
美团增加优质供应商，增加净菜和半成品类商品；盒马携

手兄弟行业，发起“共享员工”计划……特殊时期，他们支
撑着城市运转。

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农产品面临滞销难题时，一个
个助农通道火速开启。通过淘宝、京东、苏宁、拼多
多，一车车莲藕、柑橘、大虾、黄鱼从湖北、四川、山
东、浙江发往全国各地，直抵消费者的餐桌。供需两端
给力，莫过于此。

人们还不会忘记，当居家时间变多，学习、提升、
娱乐都更依靠网络的时候，一个个免费资源快速开放。
学而思培优推出免费公益课，累计为学生提供线上学习
服务近700万人次；腾讯课堂、五八大学、智联招聘等54个
平台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今日头条接连买下版
权，请全国人民网上看电影。众志成城，莫过于此。

中国的民营企业，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成长起来
的，在市场竞争的磨练中壮大起来的。关键时刻，他们
同样顶得住，上得去！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不可或缺的力量！

4 月 8 日，在武汉坚守战疫一线 74 天的苏宁物
流驾驶员张治，终于回了一趟家。

那是大年三十，公司群里一条消息闪现：大批
防疫物资急需送往武汉各大医院。张治报了名。从
最初的口罩、手套、消毒液等医疗用品，到后来的
矿泉水、牛奶、面包等生活物资，他所在的车队完
成了上千次紧急配送任务，跑遍了城市的大街小
巷，也见证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向好。

10个群、数百人咨询、5000多位熟客，家乐福
天津海光寺店店长李莉最近花在线上社群上的时间

一点不比巡店少。“通过这种纯线上的上万次沟通和
互动，才能更加了解我的消费者。”李莉说，洞察需
求，做好精细化选品，到店、到家服务更贴心。

从物流配送到门店服务，特殊时期，正是这些
平凡的岗位守护着城市的正常生活。保供应、保价
格、保质量、保市场稳定，全国零售服务企业冲在
前线。疫情防控初期正值春节期间，苏宁仍旧有12
万一线员工始终坚守岗位。

“作为服务业企业，我们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和使命，
疫情当前，抗疫保供就是首要任务。要发挥企业特色，助

力打赢这场全民战疫。”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说。
一场抗疫也相当于产业能力和生态协同的一次

压力测试。
面对疫情催生的“宅经济”需求，苏宁依托家

乐福、苏宁小店等提供近场服务，提升“到家力”。
超 2500 人的苏宁科技团队火速完善家乐福小程序，
开通苏宁易购 APP、苏宁小店 APP、苏宁推客等渠
道，先后上线 3 公里 1 小时达业务、10 公里半日达
的“同城配”业务等。2月 14日到 3月 14日，家乐
福到家服务同比增长398%，服务人群达1853万人。

眼下，复工复产已经全面推开，苏宁也投入到
助力经济社会复苏的行动中来。苏宁物流在全国的
时效已全面恢复，全国 300 余城恢复次日达；3 月 31
日，苏宁零售云在县镇市场单天开出80家门店，月底
累计新开门店数量达到190家，按下下沉市场复苏的

“快进键”；自2月起，5亿消费券、家电以旧换新、“分
期免息”等众多优惠推出，激活着消费大市场……

“越过冬天就是春天。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
期向好、高质量增长的基本面。”张近东说。

点赞！抗疫复工的民企力量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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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团为武汉一线17家医院及医疗队累计送出超9万份免费餐品——

医疗队的“爱心包裹”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保供应、保价格、保质量、保市场稳定，苏宁12万员工坚守在一线——

紧急配送，守护城市的正常生活
本报记者 李 婕

滴滴出行组建武汉医护保障车队，累计服务37987名医务工作者——

16万名志愿司机挺身而出
本报记者 徐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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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物流快递员正在配送货物途中。
京东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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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美团快递小
哥将物资送到江西医疗
队所在宾馆。

美团供图

图②：1月29日上
午，京东物流小哥在武
汉仁和医院和医生一起
拉着物资前行。

京东集团供图

图④：由滴滴出
行组建的滴滴社区保
障车队。

滴滴出行供图

“一个多月，竟然售出了上百万支鲜花！”曾
小刚是云南玉溪的花农，经营着一家鲜花种植基
地。没想到的是，受疫情影响，以往销路遇到难
题，成片的玫瑰滞留在地里。“怎么办？我们花农
的心血不能白费呀！”

考 虑 转 线 上 ！ 2 月 15 日 ， 他 在 京 喜 上 开
起网店，做起了直播。没想到花田里手机一
架 ， 效 果 立 竿 见 影 。 日 前京喜已对接上玉溪
市 64 家滞销花卉商家，京喜助农已累计售出
上百万支鲜花。

“鲜花助农”“茶叶助农”……开通绿色通
道，投入采销、物流、金融、直播等全平台资

源，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一项项暖心举措，彰
显着平台的优势和责任。

自疫情发生以来，不管是支援一线、保民生
供给，还是扶持中小微商家、促进经济社会恢复
发展，“京东都是拼尽全力。”京东集团副总裁林
琛这样形容。

援一线——截至目前，京东已累计承运医疗
应急物资超过7000万件；同时还将来自全国的超
过1万吨医疗应急物资和生活物资送至湖北。

保民生——京东快递率先启动“移动菜篮
子”计划，目前，该计划已在全国近50个城市落
地实施，一天揽收近 350 吨农产品。京东健康开

展免费在线问诊，1月26日起截至4月1日，平台
累计服务用户超过800万人次。

稳就业——京东集团及其投资的达达集团联
合宣布，面向全社会提供超过 3.5 万人的就业岗
位。将通过余缺调剂、岗位共享等创新模式，最
大程度减少疫情在短期内对就业产生的冲击。

促复工——京东携手 3 万企业业务合作伙
伴，从防疫物资保障、生产运营物资供应、远程
在线协同、中小微企业专项帮扶等方面提供支
撑，助力企业安全复工复产。

林琛表示，这次疫情，让京东历时多年锤
炼的智能供应链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正是得益
于供应链的柔性和弹性，才能在疫情中快速反
应，与品牌商迅速沟通、实现自营产品入仓、
保障货源稳定。

4月8日，京东集团还宣布将在未来3年向湖
北投资超过60亿元，从新基建、产业扶持、扶贫
助农三大领域入手，全方位支持湖北当地中小企
业发展。为助力湖北零售快速重启，近期京东推
出“春雨计划”，京东生鲜还计划包销价值 60 亿
元的10万吨小龙虾。

京东累计承运医疗应急物资超过7000万件——

拼尽全力，保供给惠小微
本报记者 李 婕

图③：2月8日元宵
节当天，苏宁物流驾驶
员为武汉市内医院配送
冷柜。 苏宁物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