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 2020年2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陶韬

消杀用品生产能力突破日产 300
吨，基本可满足我省当前抗疫需求。2月
15日，从省工信厅传来了好消息。

口罩产能也在逐步提升，从2月13
日至今，我省口罩日产量连续达到90万
只以上，朝100万只全力冲刺。

防控疫情最吃劲的关键时期，面对
复工复产企业存在的缺员工、缺设备、缺
原材料和资金紧张等“三缺一紧张”问
题，我省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急企业所
急，为企业解难，与企业携手，合力打好
防疫物资保供战。

设备：快马加鞭，扩产扩能

2月15日，衡阳力达康医疗器械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新上的口罩生产
线快速运转。“设备经过调试，产能完全
释放后，每天可生产约5万只口罩。”公
司总经理刘玉媛说。

新生产线来之不易。从 2 月 9 日至
12日，力达康从河南订购的这套口罩生
产设备，经过省防疫物资保障组办公室、
驻企工作组、衡山县相关部门等历时 3
天的多方协调，才终于结束艰难的跨省
之旅，成功抵达厂区。

防疫物资持续紧缺，“口罩机”成了
“香饽饽”。有的企业想方设法采购设备，
有的企业“创造条件也要上”。

湖南福尔康医用卫生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请来东莞口罩设备厂的技术工程师
和华菱湘钢的机械工程师，将公司一批
弃用纱布口罩机、面膜机、棉纸巾机经过
维修、改造再上线。公司负责人柳庆新介
绍，后续所有设备改造完成后，加上正在
调试的 5 条新采购生产线，口罩生产线
将从原有的4条增加到15条，全部达产
后每天最高可生产口罩20万只。

生产日用品、化妆品的惠能科技(湘
潭)有限公司，本来预计3月投产。近日，
企业用1天时间对现有生产线进行转型
改造，首批消杀产品2月14日出库。

这段时间，我省采取一系列措施支
持企业开足马力生产，通过省制造强省
专项资金，拿出“真金白银”补助扩产、转
产企业的设备投资，也让企业吃下了“定
心丸”。

原料：加快供应，尽量不断档

生产设备抢手，各种原辅材料同样
稀缺。如何让防疫物资生产的上下游企
业更快对接？

近日，省工信厅组织专人，分门别类
整理出防护用品原料供应商分类信息
表，表中，全国各地400多家供应商一一
在列。

“生产企业缺什么，都可以在里面找
到。”省工信厅原材料处处长殷立科介
绍，如消毒液的主要原料酒精、次氯酸
钠，口罩主要原料熔喷布，以及包装、塑
料瓶、标签等各种辅材，厂家在哪、生产
什么、联系方式，一目了然。

“发动各方力量，生产企业的需求信
息，被转发给钣金加工协会、新材料产业
协会等省内90多个行业协会，得到了全
国各地不少湖南籍企业家的积极回应。”
省工信厅干部张辉说。

需求骤增原料跟不上、机器“不休
息”配件易损耗，都可能影响正常生产。
湘潭经开区管委会在一天内，将惠能科
技需要的30个吨桶和相关包装材料全
部采购到位。邵阳千康益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工作组组长柏振平，组织企业派出
3 批人员前往生产企业，提前搜集储备
了刀片、皮带等一批生产配件，不惧设备
突发故障。

本土原材料生产企业加班加点。湖

南盛锦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聚丙烯熔
喷无纺布专用料，是医用口罩、防护服的
核心原材料。眼下，该企业8条生产线24
小时连轴转，日生产量由原来的60吨/天，
到现在突破100吨/天，创下了企业历史
纪录。

常德、长沙、邵阳等地一批企业正着
手通过改造生产线、转产等方式，加入口
罩耳带、鼻夹条等防疫物资原材料生产
的行列。

用工：多方发力，“动态清零”

湖南和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消毒
剂从日产5000瓶跃升至2万瓶。生产线
上加班加点的工人，是产量迅猛增长的
最大功臣。

复产之后，两条生产线要满负荷生
产，该企业用工缺口达30人以上。汝城
县领导急企业所急，带上人社部门、园区
管委会的同志，深入附近几个村，与村支
两委干部动员村民支援生产，并逐一核
查人员过去10多天的来历去向。两天下
来，57名新招工人到位。

“从2月6日起，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新增用工需求已实现‘动态清零’。”省人
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省人社系
统实行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解决企业
用工难题。

“一对一”对接联系重点防疫物资生
产企业，全省各级人社部门及时帮助企
业解决用工需求。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
厅安排一次性招工稳岗补助资金640万
元。记者了解到，第二批面向全省58家
重点联系企业的稳岗用工补贴发放已提
上日程。

党员志愿者投身一线支援生产。长
沙华康消毒剂有限公司春节提前复工，
用工短缺，产能始终提不上去。长沙黄兴
镇党委发布党员志愿者招募令后，20多

名志愿者经过简单培训，灌装、贴外标、
装箱搬运，干得有模有样。

长沙黑猫日化负责人彭霞东曾是一
名军人，农历大年三十，他在公司群内发
出“战前动员”：“初三来公司上班的奖
1600元、初四来的奖1200元……”农历
大年初三，公司员工全部到岗，次日产品
开始下线。

湖南59家重点联系企业24小时不
停机的生产线上，三班倒、两班倒成为常
态。一双双专注的眼睛、一双双辛劳的巧
手、一批批急需的防疫物资……用工有
保障，战“疫”有力量。

资金：迅速响应，送来“及时雨”

疫情发生以来，湖南可孚医疗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投入上亿元用于电
子体温计、口罩等物资生产，急需资金扩
大产能。

在了解到企业需求后，浦发银行长
沙分行2月1日针对该公司发放首笔疫
情专项贷款 1000 万元，为企业扩大防
疫物资生产送来“及时雨”；农行湖南省
分行面向可孚医疗的首批3000万元贷
款于2月12日迅速到位，贷款从审批到
投放只用了一天时间。

疫情防控，全省金融系统快速响应。
据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统计，自 1 月
20日至今，全省银行机构累计发放疫情
防控领域贷款逾63.8亿元，其中对重点
联系企业发放优惠利率贷款 9.3 亿元。
随着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五部门
2月8日出台《湖南省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和企业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金融支持，成为当前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头等大事。

支持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扩产，省财
政已紧急下拨原材料储备资金1160万
元。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周智星）昨天，记者从
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将对疫情防控期
间的严重失信对象开展惩戒，对涌现
出的诚信优秀典型给予激励。省发改
委已于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相关工作的通知》。

《通知》指出，为充分发挥守信激
励与失信惩戒对企业、个人、社会组
织行为的引导、约束作用，切实维护
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全省各相关部门要全面实
施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督管理，对疫情
防控期间发生的失信事件积极查处
和及时曝光。对扰乱市场秩序、危害
公共安全、制造传播谣言等严重失信
行为和责任人，特别在疫情期间恶意
哄抬民生物价、医疗物资造假售假、
隐瞒病情恶意传播、造谣传谣寻衅滋
事的，要严格依法认定和发布“黑名
单”，归集共享至省社会信用信息平
台，通过“信用中国（湖南）”网站向社
会公开公示。

省发改委：

对防疫期间严重失信对象开展惩戒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黄颀杨）省商务厅14日
举行抗疫复工商务领域企业融资需
求对接会，建议金融机构在保障信贷
资源供给、开辟业务快速审批通道、
减费让利降成本等方面大力支持商
务领域企业。

对于外贸项下企业，建议各金融机
构根据商务部门提供需要融资支持的
重点外贸企业名单，完善中小微外贸企
业出口便利优惠融资政策，增加风险补
偿金的规模，降低风险补偿金启动门
槛，扩大政策的受益面。充分发挥供应
链平台作用，利用平台公司的资金和信
贷规模优势广泛代理中小微企业进出
口，降低中小微企业资金占用成本。进
一步扩大“三单融资”覆盖面，通过政府
增信、无抵押式担保，提升中小微外贸

企业融资能力。
对于招商引资企业，建议各金融机

构为短期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提供低
息贷款，鼓励下调贷款利率；对有发展
前景但因疫情暂时受困的企业，不抽
贷、断贷和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导
致到期还款困难的企业，予以展期或无
还本续贷；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
来源的企业，视情况与其协商调整还款
计划，不下调其信用等级。

对于商贸流通企业，建议各金融
银行机构减息且不抽贷、断贷和压
贷，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对受疫情影
响严重的商贸流通企业加大贷款投
放，确保 2020 年企业的信贷余额不
低于2019年同期余额，帮助企业快速
恢复正常生产和经营。对所有受影响
企业的贷款利率降到基准利率。

省商务厅推动企业融资需求对接

企业复工复产，缺员工、缺设备、缺原材料和资金紧张怎么办？湖南各级政府和
职能部门急企业所急，为企业解难——

携手打好防疫物资保供战

来了联络员 防控抓得严
2月16日，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湖南商会大厦，防疫联络员在检查楼宇企业防疫措施落实情况。该大厦所在的浦沅

社区有4栋大型商业楼宇，共有240家楼宇企业、110余家社区五小门店。最近，雨花区先后派出7名干部到社区担任防疫联
络员，帮助企业及门店抓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周红 摄影报道

蒋招宾 殷明励

连日来，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出现了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下降、治
愈出院人数上升的积极变化，多个市
州出现了零新增的良好趋势。虽然还
不能轻言拐点出现，但这些“积极变
化”，不仅进一步坚定了社会各界战胜
疫情的信心，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步入
正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一些免疫力较弱的中
小微企业出现了“感冒”迹象：员工复
岗难、订单寥寥、企业资金周转压力骤
增……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的确给
各行各业带来了一定冲击，尤其是服
务型行业的小微企业感受尤深。但我
们应认识到，疫情终究会被战胜，经济
向好的态势是长期的。对于中国这样
的泱泱大国，刚性内需巨大，暂时压制
的消费一旦激活，市场仍会春意盎然。

当下，对中小微企业而言，当务之
急是化“危”。在分级分区精准防控的
情况下，能早开工就不要迟疑；做好安
全防疫，早一天运转起来，损失就能尽
早抢回来。政府给力、企业主动、群策

群力，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危”中有“机”，中小微企业也要

锤炼“危”中找“机”的智慧。长沙市发
布 20 条意见，从稳定用工就业、减轻
企业负担、优化金融服务、支持持续发
展四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我
省其他很多地区都发布了各式各样干
货满满的扶持政策，社会应急体系建
设也带来很多商机，这些都是中小微
企业重振信心的底气和机会。

特殊时期，也给市场主体带来了
冷静校准高质量发展“罗盘”的契机。
有条件的企业不妨在“应急”的同时谋
求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比如生产
行业开发云制造平台、推广低成本模
块化的智能制造设备；服务行业着眼
数字消费、私人经济等消费新习惯，拓
宽线上业务覆盖面、丰富产品形态；农
牧业引进现代农业操作系统。此外，
还可积极探索在生产、流通、营销等各
环节通过运用时空数据引擎和模块化
AI算法等新技术来提质增效。

疫情危机的倒逼，孕育着新的发
展机会。是作茧自缚还是破茧成蝶，
关键就看企业的努力、创新程度。

中小微企业要学会“危”中找“机”

▲ ▲（紧接1版）同时，每天对上下班和进
出生活区的工人进行体温监测和消毒处
理，采用发放盒饭分餐形式，解决100名
工人用餐问题，并将工人宿舍作了适当
调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

宜章阳普医疗公司对所有工作人员
进行背景核查，每天测体温两次；车间作
业期间，每两小时消毒一次；员工每次分
4批用餐，使用一次性餐具，烹饪餐具使
用后高温消毒处理。

“消毒通风不串门，公共区域莫停
留。”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星
沙产业园的员工宿舍楼前，悬挂的标语十
分醒目。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自 2 月
10 日复工以来，在加大远程办公、协作
办公等措施的同时，公司对返岗人员先
摸排核实有武汉（湖北）接触史的人员，
必须隔离 14 天方可进入园区。集体宿
舍员工全部采取封闭式管理。“宿舍一人
一间，一日三餐送上楼，工会还发放水
果，挺好的。”从浏阳返岗的技术人员厉
乾笑着说，临时隔离期间他已转换“工作
模式”，在电脑上进行项目开发。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复工人
员已超过5000人，到岗率达70%以上。
该公司将工位间距临时调整到1.5米，同
时发动企业党组织、工会、团委，与驻厂
防疫联络员一道，加强车间、食堂、集体

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管理，确保疫情
防控无死角、全覆盖。

长沙东塘商圈，疫情防控压力特别
大。东塘街道成立街道行业指导组和社
区帮扶队，推行社区企业指导帮扶制和
社区、企业双向沟通制，对企业、项目、门
店等进行防疫指导，所有开业门店一一
申报备案。

凤凰古城在落实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开放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服
务行业，对酒店宾馆加强监管指导，餐饮
店实行配餐外卖服务，小超市小商店正
常营业即买即走，不停留不聚集。

复产备耕趁春早，三湘
四水热气腾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
力支持和组织企业、项目复工复产，并抢
抓农时，做好春耕备耕等工作：这是连日
来三湘四水的普遍景象。

近日，沉寂了近20天的工业重镇株
洲迎来大批企业复工复产。2月15日，
株洲田心高科园九方装备车间机器轰
鸣，这家企业正赶制一系列轨道交通装
备配件，以支撑中车株机全面正常复工。

湘潭市龙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自2月
2日复工以来，已开通3条白醋生产线，日
产5000 件。同时结合当前疫情防控需

要，将产品主要投放在苏宁小店、京东、芙
蓉兴盛、阿里零售等有配送服务的线上平
台及各大超市，保障居民生活所需。

在重点工程张家界综合客运枢纽建
设项目现场，戴着安全帽和口罩的油漆
工、拉丝工、喷淋系统安装工以及弱电工
等，都在各自岗位忙碌。复工复产集结
号吹响后，该项目部从疫情防控实际出
发，及时调整班组规模，强化防控措施，
确保不耽误工期。

在澧县，我省目前装机功率最大的
泵站小渡口泵站建设工地在热火朝天施
工。为赶在汛期到来前完成站房基础水
下部分工程施工，常德市及时调整施工
组织方案，采取加机械、加人员、加班加
点等方式，掀起建设热潮。

连日来，从洞庭之滨到五岭山脉，从
园区车间到重点工程建设工地，火热的
生产建议场景随处可见。权威部门数据
显示，截至2月14日，全省规模工业企业
复工复产率超过 40%；173 个在建省重
点建设项目中，94 个项目已复工；全省
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运输物流配送、煤
电油气供应等基本保障平稳有序。

广袤农村，同样展现人勤春早新画

卷。
粮食生产大市衡阳，借助互联网以

及微信等平台，大力推广“网络备耕”，向
农户提供农作物从种到收全程解决方
案，农民通过手机就能轻松与技术人员
和种植大户进行交流，及时咨询植保、病
虫害防治等技术要领，“农民足不出户就
能找专家、看行情、买农资”。

“种植魔芋选择地块有讲究，一般要
求土质疏松、土壤肥沃、土层深厚。”2月14
日，我省魔芋种植大县会同，魔芋专家钟果
林组织技术员与种植户通过微信群“隔空
视频授课”。87个魔芋扶贫示范基地、53
个魔芋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员，通过“农技课
堂”，随时学习种植技术。

东安县农业农村局蔬菜专家郭和林
与农业技术人员，通过农技推广APP、微
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等，在线为当地
村民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技术服务1120
多场次。

利好叠加，寒潮挡不住
春天的脚步

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
来很大影响，复工复产遇到一系列困难，

难题怎么解？
省委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正

部分地方“一关了之、一封了之、一停了
之”的简单做法，切实减少疫情防控对企
业复工复产、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面抓好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统筹做好稳就业、
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工作，切实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同
时，抽调一支由1.3万名机关干部组成的

“防疫部队”奔赴工厂车间，帮助企业筑
牢防疫“堤坝”，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14 日-15 日，省委、省政府派出 14
个督导组，由省领导率队再赴各市州，督
促各地进一步“拧紧责任发条”。要求在
确保防疫前提下，争取生产的主动、技术
的主动、招商的主动、发展的主动，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实
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既有督导“紧箍咒”，也有各种利好
叠加。

为了不误农时，全省种子企业组织
520 万公斤早稻种子，源源不断调运春
耕一线，保证农民用种。全省供销系统
调运储备化肥逾90万吨，确保农民春耕
用上放心农资。

长沙市发布20条意见，从稳定用工
就业、减轻企业负担、优化金融服务、支

持持续发展 4 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帮助
中小企业应对疫情，共渡难关。

衡阳市出台应对疫情支持实体经济
稳健发展“十条意见”，从提前支付财政
惠企资金、加大对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减
免企业租金等方面，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株洲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措施，包
括领导对口联系企业机制、帮助企业做
好复产前防护工作、强化防护物资保障、
加大企业用工保障力度、加大企业金融
支持力度、提前启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申报工作等 10 个方面。各级各部门纷
纷当起“店小二”，主动为复工复产企业
提供更便捷、更专业、更贴心的服务。

娄底市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用电、用水、用气，实施 3 个月
阶段性缓缴费用，缓缴期间“欠费不停
供、不加收滞纳金”。邵阳市积极发挥邵
商优势，运用海内外资源，为复工复产提
供物资保障。岳阳市帮助长岭炼化、巴
陵石化等重点企业对接相关部门，开辟
绿色通道，畅通原料进厂、产品外运通
道。

春日渐暖，寒潮消退，疫情形势的积
极变化鼓舞人心，复产复工的景象令人
振奋。全省上下众志成城，凝聚起强大
力量，决心全面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疫情防控不松劲 春来何惧寒潮临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通讯员 侯
建明 记者 彭雅惠）14 日，国网湖南省
电力有限公司推出“十个保障”，支持我
省全面复工复产。

主要内容有，保障重点项目投资，按
期完成对湖南电网年度投资计划，推动重
点工程开工建设，并科学加快建设进度。

保障电网建设复工，目前，湖南电网
在建工程建设资金、施工队伍、物资以及
医疗、运输等资源均准备就绪，3月15日
前可确保全面复工。

保障农网改造力度，在全省农产品
种植、加工、乡村旅游等方面建成一批电
气化试点示范工程。

保障复工复产供电，组织应急抢修
和不停电作业力量保持24小时待命，无
偿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内部用电设施巡
视、检查等专业支持和技术服务。

保障防疫用电可靠，对疫情防控物
资生产企业、定点医疗机构、隔离场所、医
疗队驻地、疫情检查站、疫情指挥部等疫
情防控重点单位及场所，建立供电保障全
天候专属服务团队，开展24小时在线供
电监测，并配备应急发电车；对疫情防控
物资生产类新办、扩大产能企业的用电需
求，高压项目建设电源至企业用电红线，
低压项目建设至电表；对疫情防控物资生
产企业，因流动资金紧张、交费有困难的，
疫情防控期间欠费不停电等。

国网湖南电力
推出“十个保障”

湖南日报2月16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阳仑）今天，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紧急调派6台应急电
源车前往湖北进行防疫保电。

据悉，从 2 月 15 日起湖北各地
迎来一轮寒潮。在疫情防控和寒潮
双重“夹击”下，湖北社会用电量出
现较大幅度增长，保电形势严峻。国
网湖南电力紧急从常德、娄底、株
洲、湘潭、益阳、张家界 6 个市调集 6
台应急电源车进入湖北，对疫情防

控物资生产企业、定点医疗机构、隔
离场所、医疗队驻地、疫情检查站等
场所进行供电保障。其中，4 台应急
电源车支援荆州市，1 台应急电源车
支援荆门市，1 台应急电源车支援宜
昌市。

国网湖南电力介绍，自疫情发生
以来，我省防疫保电工作持续有序推
进，平均每天出动3000余人次、1000
余次抢修车辆保障全省疫情防控重
点单位及场所可靠用电。

湖南6台应急电源车驰援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