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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中国经济中国经济

奋力突围奋力突围 

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怎么办？奋力突围，我们
责无旁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艰苦卓
绝的努力，中国疫情防控终于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自4月8日起，本报在头版开设
“看！中国经济奋力突围”专栏，近
一个月来，生动呈现了各地区各部

门各行业积极应对疫情、勇于迎难
而上、有序复工复产、主动危中寻
机的新探索新作为。20 篇聚焦一
线、令人感奋的故事里，既有在抗
疫保供方面担当中流砥柱的大央
企，也有在困境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的“小巨人”；既有咬紧牙关为生计
奔忙的各类经营者，也有夜以继日
解决民生难题的广大基层干部；既
有尽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的侨商，
也有坚定在华发展信心的各国投资

者……非常时期，正是大大小小经
济主体不放弃、不服输、不停步的
那股子劲头，汇聚起中国经济突出
重围的澎湃活力和强大动力。

栏目有期，奋进不止。本报将
继续通过新的专栏和报道，及时反映
中国巩固疫情防控战果、全面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幅幅壮丽图卷，
也希望海内外读者与我们共同见证
一个个可圈可点的中国故事！

时维立夏，田间地头一片繁忙；形
势向好，各地复工复学也正在路上。万
事俱备，“粮草”要先行。一批批生
活、防疫、生产物资更是早早地、满满
地备上了！

自疫情发生以来，物资供应成为人
人关心的基本问题，也是摆在全社会面
前的一道综合考题。保基本生活，保人
民安全，保经济发展，中国政府、企
业、协会纷纷参与到这场“保供”战役
中来。

米面粮油齐了，口罩消毒液有了，
人们心里安定了。企业复工了，生产物
资跟上了，中国经济社会平稳运转有底
气了！

货足价稳，粮油菜蛋奶随买随有

“人烟稀少，临海著盐，汪田种
稻，一年一熟”，江苏盐城“射阳大
米”历史悠久，近年来还成了当地的名
片。眼下时节正好，农户们悉心管护田
间幼苗，守护着丰收的希望。

另一头，生产线上也忙碌着。“目
前手里已经有 3万吨的订单了，计划全
年保底生产 6万吨，争取实现全年销售
4亿元！”江苏射阳大米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苏阳说，公司复工复产稳步推
进，目前 2 条生产线全部满负荷生产，
保障日产300吨大米的持续供应能力。

从种植生产到加工销售，季季紧
抓，环环相扣，守护居民的米、面、
粮、油、肉、蛋、奶、菜。

生产端，企业各显身手扩生产。
辽宁 50 万头生猪项目部分正式运营，
已向市场销售仔猪；河南洛阳等地母
猪场项目正抓紧建设，预计今年 8月后
将陆续建成投产……在辽宁禾丰牧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生 猪 产 能 正 稳 步 爬
坡。禾丰牧业关内区市场部总监朱信
钢说，目前正是养殖行业补缺口，养
殖场复养的时候。预计到明年上半年
市场行情都较好，公司正紧抓生猪产
业化业务加油干！

零售端，大伙各展所长保供应。特
殊时期，市场难免偶有波动。3 月底，
北京物美超市的大米和面粉日均销量突
然增长到正常水平的 3 倍。“我们赶紧
想办法增加商品储备和发货频次。集团
与中粮、首农等企业合作，加大采购，

第一时间送货到各个门店。”物美集团
新闻发言人许丽娜说，货架上供应充
足、价格稳定，消费者的疑虑很快被打
消。4月上旬以来，门店米面油销量逐
渐回落到正常水平。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一季度农产
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先涨后跌，3 月平
均指数与 1月基本持平。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助理研究员司振中点赞：即便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中国的食品供应以及
价格一直保持稳定”。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 14 亿
人口的大市场，平稳运行首先源自供给
充足——

“菜篮子”不用愁，全国蔬菜在田
面积超过 6700万亩，预计未来一个月蔬
菜收获产量 3400多万吨，能够满足消费
需要。“米袋子”也有保障，中国粮食产量
连续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2019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474公斤，远高于人
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

“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储备是充足
的，口粮完全自给，米面随买随有。”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
华说。

全国保供应，需要“一盘棋指挥、
一竿子到底”，平稳运行亦离不开灵活
调度——

疫情发生后，粮食应急保障体系迅
速发挥作用，不少城市成品粮供应能力
保持在 30 天以上；中央储备冻猪肉高
频次投放市场，4月29日年内第17次投
放，累计投放量超 30 万吨；出村进
城、蔬菜直通，各地将“菜篮子”“米
袋子”工程列为民生大事。

“一些国家可以从中国保障粮食安
全的举措中学习很多经验。”司振中说。

扩能扩产，防疫物资数量足供得上

“市场需要什么，只要产业相关，
我们有能力做的，就立马组织生产！”自1
月 22日起，博科集团副总裁袁文虎跟大
伙儿几乎每天加班加点，赶研发、抢生
产，攻下一个个防疫产品。

负压隔离舱、口罩、消毒剂、额温
枪……对这家原本主打生物安全设备的
企业来说，生产都是第一次。“这不是
最难的，关键是要跟时间赛跑，抢出速
度！”袁文虎如数家珍：2 月 15 日，负

压隔离舱生产资质齐全；3月10日，口
罩大批量投产……以医用口罩来说，如
今博科日产能已达 50 万只，随着生产
一步步扩展，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这样的速度真是前所未有！”企业
向前突击，相关部门亦托举给力。袁文虎
介绍，从产品检测到资质齐全，原来走完
流程用上一年也正常，如今不出一个月。
为扩产能，博科生产场地飞速拓展到原
来的3倍，高效的行政支持，为企业赢得
更多时间。

眼下，口罩机、肺功能仪、呼吸机，一
个个都是新的目标。“新产品突破不停
步，企业抓住发展机遇，也为社会多尽一
份力！”袁文虎说。

在这场防疫大考中，防疫物资既是
生命安全防线，也是复工复产的先决条
件。政府协调指挥，企业紧急部署，工人
提前返岗……全社会守望相助，迅速打
响一场防疫物资保供战。

——紧急研发攻关、转产扩产。石化
企业生产熔喷布，汽车企业生产口罩机，
建材企业生产测温仪……从中石化、中
石油到上汽、广汽，再到红豆集团、水星
家纺，各路企业纷纷上阵。据工商信息查
询网站的数据，目前全国有几万家企业
新增了口罩、消毒液、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的生产业务。

——多部门协调联动，为企业护
航。缺员工，人社部门专门调度，一季
度为1万多户重点企业解决招用工近50
万人；缺资金，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直
接用于支持企业防疫保供；缺物资，工
信部门帮助解决生产设备、原材料、运
输等问题；为解除后顾之忧，政府承诺
对企业多生产的重点医疗物资将全部兜
底采购收储。

一项项数据迅速攀升，仅口罩产
能，一个月时间就扩大 4倍多，全国日
产能突破 1 亿只。“从供需情况看，医
用防护服、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隔离眼
罩/面罩、测温仪、呼吸机产能已基本
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工信部消费品工
业司副司长曹学军说。

随着企业扩能扩产，国内疫情防控
向好，中国医疗物资正走向海外，支持
全球抗疫。这背后，中国工业体系完整
齐全的优势受到海内外关注。

美国彭博社报道，比亚迪、中石
化、广汽集团等中国企业跨界生产口

罩，这些企业能如此迅速地转变生产
线，凸显了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实
力。加拿大《环球邮报》则指出，中国
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具备迅
速扩大的医疗设备生产能力，并以创纪
录的速度制造世界所需商品。

畅通链条，水电气讯物资齐上阵

复工，复工！订单等不得，保障供
应，生产才有充足的“弹药”。

“急！哪怕是包装材料不到位，产
品也发不出去。”2月底，眼看着库存物
料就要耗尽，上游几家供应商却还没有
复工，好多问题接连冒出，亚萨合莱自
动门系统苏州工厂厂长金明紧张起来。
这时，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商务区管委
会的关注来得及时，“政府派专员来了
解困难，我们列出详细的供应商和所需
物料，一两天就解决了问题！”

生产跟上来，产能迅速爬坡，3 月
完成订单同比增长 46%。“目前看，4
月、5月订单量也能跟往年持平。”金明
说，公司生产的平开自动门不仅安全性
能高还有“无接触”的优势，一下迎来
明显的增长，好多地产商和医院客户纷
纷增加订单。现在物资供应都没问题，
订单生产也有保障。

疏通产业链，打通供应链，各地纷
纷出实招。苏州工业园区针对企业复工
的困难，成立专项协调小组，截至 4月
13 日累计协调产业链协同复工 400 家；
山东发挥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带动作
用，梳理产业链配套企业名单，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应开尽开、能复尽复。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21日，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和复岗率
分别回升至99.1%和95.1%，复工复产逐
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

播种，下田！农时误不得，保障供
应，春耕才能“装备”齐全。

“田间秧苗长势不错，农忙起来，
一直到 8 月中旬都不得闲。”鲜开志是
四川成都温江区开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农资、农机悉数到位，今年
合作社打理的 6000 多亩土地上，水稻
育秧、飞防作业、小麦打理，一样也没
耽误。

前一阵不算忙，鲜开志一边在田
地里看“行情”，一边要把接下来的生
产安排妥当，物资可不能缺位。“需要
的都备上了，肥料、薄膜、农药，都
是本地的供应商，采购方便。农机这
块，插秧机、收割机、拖拉机都候着
呢，自家 6 架无人机也随时能用！”鲜
开志笑称自个儿是“土专家”，今年生
产“不担心”。

推进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生产
企业的复工复产，打通农资下乡、农机
上路、农民下田的堵点……农业农村部
4月初发布数据显示，农资企业复工率
98%、复产率 90%，均高于去年同期水
平；今年春耕投入的农机总量将达到
2200 万台 （套），比去年增加 30 万台

（套），能够充分满足春耕生产需求。
水、电、气、讯，复工复产，各路

保障亦纷纷添把劲。前一阵，吉林森工
集团泉阳泉饮品有限公司准备将 5条生
产线全部投入生产，但原有的一条供电
线路无法满足生产需求。这时，公司迎
来了国网吉林电力 （白山） 共产党员服
务队。原来，服务队队员贾春贺通过分
析企业用电趋势，推测需要投入备用线
路才能满足其生产需求。短短几天，服
务队完成该公司备用供电线路的巡检、
消缺和投运工作，生产线快速投运。

巴拿马经济学家埃迪·塔彼罗说，
中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畅通了中国国
内供应链运转，促进了产品出口，为提
振全球市场信心发挥重要作用。

心连心，手牵手，家底厚实，中国
保障供应底气十足。

保供应，家底厚实物资丰
本报记者 李 婕 徐佩玉

保供应，家底厚实物资丰
本报记者 李 婕 徐佩玉

广西柳州汽车城的东风柳汽商用车基地，工人在整车车间忙碌。复工以来实现了产能全面恢复，订单也创新高。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广西柳州汽车城的东风柳汽商用车基地，工人在整车车间忙碌。复工以来实现了产能全面恢复，订单也创新高。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2 月一复工，李昌平就愁口罩：8 万
多 工 人 ， 每 天 都 要 戴 ， 需 求 得 多 大？
唉，想想都头疼！

身为成都市鸿富锦精密电子有限公
司外联部长，他盘了盘库房，也就100多
万只，只够用十来天。

李昌平正发愁呢，“李专员”来了。
“专员”啥职务？为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成都高新区电子产业信息局派出专门人
员驻点服务。派往鸿富锦公司的这位同
志叫李馨荔，所以大家叫她“李专员”。

李专员来后头件事，就是帮着买口
罩，四下托亲求友，“有多少算多少，先
应应急”。不过几天后，李专员认为这不
是个长法：公司流水线上，电子元器件
密布，防尘标准高，即使不防疫，工人
也要戴口罩呀。既然长期需要，又数量
巨大，四处零买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保口罩就是保生产，干脆架条生产
线！” 李馨荔和李昌平一拍即合。

主意好是好，难题也不少。洁净室公
司倒是有，生产许可咋办？生产设备何来？
原材料哪买？李昌平向李专员抛出三问。

“喂，市经信局吗？我们想上口罩生
产线，请推荐几家设备企业。”“你好，
是四川普什宁江机床有限公司吗？我们需要口罩生产设
备。”……打完电话盯落实，李专员一通忙活，加上局里
协助，许可准了、设备有了、原材料熔喷布供货商也联
系上了。

3月6日，公司口罩生产线试运行。不到一周，日产
稳定在6万只。“这下睡觉踏实了！”李昌平满脸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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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节之际，全国多地青年正在祖国各条战线
上接续奋斗，让自己的青春在奉献中焕发绚丽光彩。

上图：5 月 4 日，北京大学支援湖北医疗队“90 后”
党员代表在北大五四青春诗会朗诵。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下图：5月4日，江苏省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青年消

防员在进行六米拉梯、挂钩梯训练。
汤德宏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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