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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复工率最高，部分服
务型企业利用互联网恢复运营

处于复工第一梯队的是“国家队”。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部署，中央企业在开
足马力生产防疫物资的同时，正抓紧组
织复工复产。截至目前，除地方政府要
求延迟开工的企业外，96 家中央企业所
属 2.3 万余户生产型子企业的复工率已
超过 80%。

中央企业的医用防护服产能到 2 月
14 日达到每天 4 万套。口罩产能也将在
本月底达到每天 160万只以上。

一些重要的基础保障行业复工率更
高，石油石化企业复工率达到 96.8%，电
网、发电企业复工率达到 83%，钢铁企业
主要子企业全面开工，机械装备制造企
业（不包括汽车）复工率达到 88.1%。

据北京市国资委介绍，截至 2 月 12
日，43 家北京市管企业集团总部已全面
复工，二级及重要子企业复工复产比例
达 99.7%。

涉及疫情及重要国计民生的工业企
业已优先复工。2月 10日数据显示，全国
口罩生产企业复工率超过 76%，防护服生
产企业复工率达到 77%，全国重点监测粮
食生产复工率 94.6%，煤矿企业复工率
57.8%。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英介绍，10
日前上海市经信委已协调涉及疫情防控
的 248家企业复工。截至 2月 13日，四川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产率达 35.6%，其
中医用物资企业已全面复工复产。

此外，物流、金融、咨询等行业也开
始逐步复工。2月 10日，中国邮政、顺丰、
中通、申通、百世等快递公司均宣布进入
正常运营。更多企业根据自身特点采取
了灵活复工形式。上海市经信委数据显
示，80%以上的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已复
工，但总体以居家办公为主，居家办公的
员工数占 70%以上。

2 月 10 日国美集团全国多数门店暂
停营业，但 20余万员工闭店不停工，在援
助武汉重点疫区的同时，利用线上平台，
动员全国厂商，保障全国消费者的家电

采购、配送、安装需求。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相当多生产

企业的实际复工率在 30%至 40%。一些
企业负责人认为，未来一周，第二产业全
面复工难度较高，到 2 月底，有效复工可
望达 80%。

复工不容易：缺口罩、物流
不畅、产业链受阻

因为疫情防控压力大，企业复工复
产并不容易。

——口罩难求。疫情防控物资供应
紧张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山西
一家煤炭企业集团测算，当前口罩需求
量为 53.3 万个，但实际发放不到 2 万个；
消毒液需求 2.6万瓶，实际发放只有 7312
瓶。随着矿井陆续复产，疫情防控所需
物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山西另一家大型煤炭企业集团相关
负责人说，大型国企受限于财务审计制
度，无法购买高价口罩和手续不全的口
罩，但通过正常渠道很难买到，大量一线
矿工只能依靠防尘口罩或自己购买的口
罩进行防护。

——物流不畅。“目前各地对人流物
流管控力度很大，对运输车辆和人员的
限制很多，比如有的地方需要提前打报
告、办理通行证，有的地方对疫情较严重
省份车辆禁行，导致物流运输不畅。”四
川达州一家化工厂负责人表示。

三菱电机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运

输不能正常进行，工厂面临零件不能供
货、成品不能出货等问题。

同煤、阳煤、焦煤等多个集团反映，
由于部分煤矿所在村庄实行封路防控，
矿井人员出入、物资运输受限，主要依靠
公路运输采购的电厂，特别是跨省、跨区
域的电厂，电煤运输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产业链受阻。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复工节奏不同，也导致原材料紧缺、销
售通道不畅等问题。一些企业负责人表
示，虽然已经复工，但因原材料供应不
足，企业面临停工。

四川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合
同订单与往常相比较少。肥料马上进入
备货期，只有下游企业正常复工，工厂的
磷酸才会有大量订单。“虽然对行业预期
较有信心，但由于疫情持续时间未知，不
确定性太大。”这位负责人说。

当务之急：加快交通运输
通畅，加强员工安全防护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由于疫情影
响，很多人返程时间难以确定，不少企业
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部分疫情严重地
区、旅游餐饮等行业、一些中小微企业稳
岗压力加大。

多家受访企业呼吁，当务之急是相
关部门应积极帮助企业做好人员、物料
的公路运输保障工作。同时，加大口罩、
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物资的生产，根据各
地区、各企业需求情况，对防控物资集中

调控，合理配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印发《关

于切实加强疫情科学防控 有序做好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提出，既要切实
做好春节后返程和复工复产后的疫情防
控工作，又要及时协调解决复工复产中
的困难和问题，为疫情防控提供充足的
物资保障。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通知提出，
严禁擅自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严禁阻
断各省干线公路。交通运输部将指导省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进行协调，做好已
封闭高速公路开通工作。对劳务输出大
省和外地人员聚集的地区，交通运输部
门将进一步加强运输组织，发送“点对
点”直达包车。

针对复工后返程人流逐步增加带来
的疫情蔓延风险，各地、各企业正进一步
落实落细防控措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逐步加大复工力度。

记者在上海一家企业看到，复工首
日，厂门口设置了预检台，员工通过预检
台后，还要学习口罩的正确佩戴方式，进
行鞋底消毒。为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每
个办公室只要求一名人员到公司上班，
电梯已停止使用。

为确保顺利复工，上海汽车变速器
有限公司工会划拨 200 万元用于购买口
罩等防护用品，可满足一个月使用；同时
建立防疫网格体系，安排办公室上岗人
员不超过 40%。

记者注意到，为顺利复工，已有多家
企业开始“自己动手”生产防护物资，比
如广汽集团、比亚迪等汽车企业开始生
产口罩。格力电器表示，除武汉基地以
外，格力已陆续复工，加紧生产温度计、
口罩生产设备、护目镜、杀病毒空气净化
器等防疫产品。

“复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员工的健
康排查、确认和后续的防控问题，还有防
疫物资的持续供应问题。”深圳市海能达
通信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口罩可持
续用一周，已有部分物资在途中，集团采
购中心在持续跟进。目前员工返岗率
47%，预计一周内返岗率可达70%左右。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综合新华社
驻外记者报道：连日来，多个国家人士以
不同方式向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支持和鼓励。他
们认为，中国全国上下团结一心，采取果
断措施防控疫情，这充分展现出中国负
责任大国的形象，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
疫情、渡过难关。

意大利洛伦佐·梅迪奇国际关系研
究所专家法比奥·马西莫·帕伦蒂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防控措施
不断升级完善，积极动员全国人民抗击
疫情。中国及时向国际社会发布信息、
共享数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并快速取

得了成效。
阿尔及尔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阿

尔及利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伊斯梅尔·
德贝什说，中国有应对危机的丰富经验，
世界相信中国有能力战胜疫情。中国应
对疫情的举措将成为今后全球加强预
防、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益经验。

泰国《民意报》近日发表评论文章
说，中国在抗击疫情中所做的一切体现
出中国是有担当的大国，中国实施的防
控措施是得当的，“我们对中国能有效控
制、消灭疫情有足够信心”。

“我不是病毒，我是中国！”德国青年
托比亚斯·多米尼恰克近日录制的一段

视频走红网络。这名 35岁的德国工程师
说：“我不是专家，也不是医务工作者，但
那些来自中国的照片让我很感动。”

多米尼恰克说，他看到了全体中国
人在共同奋战，他们甘于奉献牺牲，普通
人为控制疫情而自觉待在家里，医务工
作者在一线与疫情斗争。“就我所看到的
情况，我对中国最终战胜这场危机充满
信心”。

俄罗斯多所大学的孔子学院近日发
布短视频支持中国抗击疫情。俄罗斯新
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伊戈尔·赫里普诺夫说，他想向中国同
事、朋友以及在中国求学的外国留学生

表达问候，相信有了大家的团结，中国一
定能够渡过此次难关。“中国加油，武汉
加油”。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外方
院长塔拉斯·伊夫琴科说，他对在中国的
朋友、同事非常牵挂。国际社会应团结
一心同中国一起战胜疫情。“如果中国需
要什么帮助，我们很愿意提供”。

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在首都新德里
近郊举行活动，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助力加油。联合会执行主席苏万说，

“我们愿与友好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
同应对疫情。疫情暴发至今，中国政府
和人民展现了极大的奉献精神”。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董瑞丰 许晟）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 14日说，多部委已出台措施改善一线
医务人员工作条件，包括加强医务人员职业暴露的防护设施
建设和设备配置、合理安排医务人员作息时间、为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发放临时性工作补助等。

曾益新是在当天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
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英勇奋战
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健
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改善一线医务人员
工作条件切实关心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若干措施》的通知，提
出七方面措施，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保障。

这七方面举措包括：改善医务人员工作和休息条件，维
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落实医务人员待遇，提高卫生防疫津
贴标准，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人文关怀，创造更加安全的执业
环境，弘扬职业精神做好先进表彰工作。

根据网络直报数据，截至 2月 11日 24时，全国共报告医
务人员确诊病例 1716 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 3.8%；6 位医
务人员不幸去世，占全国死亡病例的 0.4%。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人社部副部长张义全说，人社部会
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包括向防控任务重、风
险程度高的医疗卫生机构核增不纳入基数的一次性绩效工
资总量，开辟医务人员工伤认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临时
增补一线医疗机构人员等。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说，截至 13日，各级财政用于医
疗设备和防护物资购置、支持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设施条件的
支出达到 259.4 亿元。其中，对参加一线疫情防控的医务和
防疫工作者，按照风险程度等因素，分别给予每人每天 300
元、200元补助，该补助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

2月10日开始，除疫情较重的一些地区外，大
部分省份已陆续复工。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涉及疫情及重要国计
民生的工业企业已先行复工，更多企业则根据自
身特点采取在家上班、互联网办公等灵活复工形
式。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各地复工还有
哪些困难有待解决？

全国团结一心 展现大国形象
——多国人士称赞中国抗击疫情行动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七大举措
给战“疫”一线医务人员有力保障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 14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
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狠抓复工复产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
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持经济
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通知要求，要按照科学防控、精准施策原则，以县域为单
元，确定不同县域防控风险等级，分区分类实行差异化复工
复产。湖北和疫情较重地区要结合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分区
域细化实化实施方案，稳妥组织复工复产；其他地区要在严
密防控疫情的同时，全面推动企业尽快进入正常生产状态。

通知强调，要强化精准施策，服务疫情防控和民生保障
重点单位安全运行。组织力量对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集中
隔离区等实行点对点开展上门安全指导服务，完善内部防控
机制，严格酒精、强氧化剂、医用氧气、电热毯等使用安全。
指导疫情防控物资生产和仓储企业做好酒精、无纺布等易燃
易爆品监测防护，临时转产企业严格落实现场安全管理措
施，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开足马力生产。

通知要求，要改进工作作风，创新执法与服务方式方法，
推行在线审批、数字监管，及时掌握企业复产复工和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对隐患突出、安全基础较差的不放心地区和企业，适
时开展明察暗访；对突出问题和重大风险隐患，组织专家远程

“会诊”、上门现场指导服务，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化解消除。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记者 王雨萧）记者 14日从商务
部获悉，为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增加肉类市场供应，商务
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于 14 日组织投放
14000 吨中央储备猪肉。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根
据市场情况，继续加大投放力度。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

部署加强复工复产安全防范服务

14000吨中央储备猪肉投放市场

疫情依然严峻 复工如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