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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全球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疫情波
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些国家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全球股市剧烈震荡……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挑战公共卫生安全，
全面冲击世界经济运行，深刻影响社会
生活运转。

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既是对国
际合作的考验，也是对大国担当的检验。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时刻关
注国内外疫情形势，高度重视抗疫国际
合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频频开展
元首外交，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
亲自推动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月20日，在中国国内疫情严峻时
刻，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要及时发布
疫情信息，深化国际合作。”

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习主席指出：“中
国政府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
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
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

2月5日，会见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
相洪森时，习主席表示：“中方将继续本
着公开、透明态度同包括柬埔寨在内的
各国加强合作，共同有效应对疫情，维护
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

2月23日，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上，习主席强调：“要继续同世卫组织保
持良好沟通，同有关国家分享防疫经验，
加强抗病毒药物及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向

其他出现疫情扩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力
所能及的援助，体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3月12日，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通电话时，习主席强调：“国际社会应
当加紧行动起来，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
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

3 月17 日，同专程访华的巴基斯坦
总统阿尔维会谈时，习主席表示：“中方
愿为防止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蔓延作
出更多贡献。”

3月26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
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习主席呼吁：

“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
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
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
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

……
“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是发挥我

国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体现。”

这是中国的理念与主张，更是中国
的作为与担当。

情谊篇：“患难见真情”
“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始终是中意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主旋律。值此意方困难
时刻，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支持意方抗击
疫情的努力，愿开展合作，提供帮助。”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日前收到一封
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慰问电。此
前，在中国抗疫艰难时期，马塔雷拉总统
曾专门提议在总统府奎里纳莱宫举办一
场特别音乐会声援中国。

在给习主席的回信中，马塔雷拉总
统写道：“主席先生，您充满鼓励的话语，
以及中国正在给予意大利的支持，在我
看来，都是当前形势之下我们之间的具
体合作……期望尽快与您再次见面，共
叙我们之间的牢固友谊。”回信当天，中
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携带医疗防疫物资和
设备飞赴罗马，成为第一批抵达意大利
的国际援助者。

这样的互动，只是战“疫”时期中国
元首外交的一个片段。1 月下旬以来，
习主席的外交日程保持着频密节奏：同
25 位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32 次通电话，同专程访华的柬埔寨首
相、蒙古国总统、巴基斯坦总统、世卫组
织总干事会谈会见，向欧盟、韩国、伊朗、
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领
导人致慰问电，给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
等回信……3 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举行，习主席
在北京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表达谢意与支持，传递情谊与信心，
倡议团结与合作……战“疫”时期，习主席
同多方密切沟通、深入交流，介绍中国抗
疫努力，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呼吁各国携
手抗疫，共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既
有电话交谈，也有信函往来；既有双边对
话，也有多边会议；既面向外国政要，也
面向外方友好人士……中国元首外交以
务实多样的交往方式深化着中国与世界
各国的友谊，推动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
合作。

▲ ▲

（下转4版）

书写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战“疫”篇章

——记习近平主席推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刘永涛 黄婷婷

人间四月天，历经疫情，冲寒已
觉东风暖，三湘大地渐渐唤醒的生机
与活力，在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中，
在商超餐馆的熙攘人流里，在旅游景
区的笑声喧哗中，在不断增长向好的
经济数据里。

攻难点，疏堵点，工业
企业提速扩面按下“加速键”

3 月 22 日，“三一重卡万台抢购
节”活动结束，21 天收获 3860 台卡
车订单，销售总额超10亿元，创历史
新高。

3月31日，323辆广汽菲克品牌
汽车完成出口报关。该品牌汽车将首
次销往菲律宾，开辟国内车企进入东
南亚市场新征程。

4月3日，中联重科数据显示，土
方机械逆势“飞扬”，一季度销售量同
比增长超600%。

随着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节节胜
利，湖南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提速扩面
按下“加速键”。时下，全省项目抢工
期、车间赶订单、企业扩产能，生产经
营日益红火。

“2月初，三一集团复工时，零部

件供应跟不上急死人。”三一集团高
级副总裁向儒安告诉记者，三一车身
公司负责起重机、泵车等设备的车身
以及驾驶室制造，驾驶室生产所需要
的车门、雨刮等核心部件，80%来自
湖北，物流运输暂停和供应商停工，
三一集团复工已是“无米之炊”。

面对难点，政企携手、精准施策。
长沙经开区前后给三一的湖北供

应商发出了15封函件，督促能够复工
的企业复工；湖南相关部门协调“绿色
通行证”，保证物流车辆顺利通行。

目前，随着相关零部件基本实现
保供，三一车身公司稳定增产，产能
较去年最高峰时还增长30%以上。

正清制药为解决中药材原材料
供应问题，主动求变，一边加紧与外
地供应商联系，一边与本地供应商加
大合作。“粮草”就位，公司迅速达产
扩能，清热解毒颗粒由原来每日生产
8万袋提升至30万袋以上。

服装制造业，一件服装的背后有
纱线、面料等多个链条；汽车制造业，
一台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产业
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出现“断供”，
全链条都受影响。

自 1 月 30 日起，省工信厅梳理
337家产业链领军企业，逐个协调解

决企业困难。各方合力，工程机械产
业链、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链等一
批优势重点产业链，复工复产率迅速
达到较高水平。

疫情袭来，货发不出、资金到不
了位。流动资金短缺，成为企业复产
提速的又一大“拦路虎”。

全省出台加大信贷投放、降低融
资成本等举措，促进银企精准对接。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承销三一集
团 20 亿超短融资债券；华融湘江银
行为加加食品扩大再生产提供数十
亿元的融资支持；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为长重机器完成海外订单送去资
金“及时雨”……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银行
金融机构已为8348家企业发放贷款
逾444亿元，为逾600家企业办理展
期续贷50.8亿元。

受疫情影响，人出不来、流不动，
企业用工短缺突显。

为助力企业招聘、人才就业，湖
南省人社厅推出了“湘就业”湖南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自2月26日上线以
来，已为千余家企业招聘到 9.38 万
人，6.55万求职者在平台注册求职。

海外疫情形势严峻，国际市场开
拓却耽误不得。

▲ ▲

（下转2版①）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要在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产提速扩面，积极破解
复工复产中的难点、堵点，推动全产业链联动
复工。

我国中小企业有灵气、有活力,善于迎难

而上、自强不息,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
支持下,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好发展。

广大中小企业要发扬企业家精神，顽强
拼搏，攻坚克难，努力战胜疫情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提速扩面争分秒 攻坚克难不负春

三湘都市报记者 朱蓉

清明小长假的第二天，长沙天气晴
朗。一大早，家住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
道湘熙水郡小区的丁先生就收到小区
门口千金大药房在微信群发的消息：

“作为定点商户，欢迎工会消费券客户
进店消费。”

就这样，这个在疫情期间为方便小
区业主预约口罩的微信群，眨眼间成了

工会消费券的“促销”信息发布群。
仔细翻看群消息后，丁先生发现，

发送“促销”信息的是药房的鲁药师，
并附上了我省这项工会福利的通知和
使用说明，以及不少该药房正在促销

的药品及保健品信息。随后，丁先生下
楼来到了小区出入口旁的这家千金连
锁大药房，发消息的鲁药师很热情地
介绍起来。 ▲ ▲

（下转3版②）

湘消费

春暖市

预约口罩群变身消费券“促销”群
——社区小店使用消费券情况探访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这是乡下正宗的干菇，多买几包。”
4月5日，湘潭市民苏女士挎着2个大帆
布袋，到小区附近的绿丰农场湘潭市韶
东店进行大采购。

一进店，苏女士就被干菇、土鸡蛋、
黄瓜皮等土特产品吸引了注意力，10余
种农产品整齐陈列在店里最中心的位
置，店长张英姿用心制作了一块广告牌：

“疫情防控慰问扶贫农产品消费专柜”。
“用消费券购买扶贫农产品，优惠多

多！”店长张英姿在旁边吆喝，引导市民
购买。

苏女士一口气买了10包干菇，总价
150 元，通过“湘消费”小程序使用 100
元的消费券后，只需支付现金 50 元，还
免费得到了价值20元的6个大苹果，这
是店里对使用“湘消费”支付的会员推出
的优惠活动。

张英姿说，疫情期间，不少贫困户的
土特产品积压在家卖不出去，这次“蹭”
上消费券的热度，通过供销社渠道，在湘
潭市13家绿丰农场直营店，帮我省贫困

地区售卖农特产品，效果立竿见影。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销售额突破了

1.4 万元，是今年店里销售额最高的一
天，其中超过一半使用的是消费券，大
部分购买的是扶贫农产品。”张英姿难
掩欣喜。

在湘潭县，新鲜正宗的当地农产品
也受到追捧。眼下，湘潭县供销社正在全
县各乡镇共160多个惠农服务中心站点
布置当地农特产品购买专柜，鼓励大家
通过消费券“爱心购物”“消费扶贫”。▲ ▲

（下转3版①）

“湘消费”来了，土特产火了

湖南日报4月5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杨红伟）4月2日21时，一
辆从湖北襄阳开来的大巴，载着22名
湖北籍复工复学乘客直抵耒阳市神龙
广场。这是该市 6 天来开出的第二趟

“点对点”接回湖北籍人员返衡包车。
自疫情暴发以来，我省交通运输等

部门出台政策措施支持开通“点对点、一
站式”返岗复工运输服务，于2月15日

启动政府组织的务工人员返岗包车运
输。据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统计，截至3月
31日，全省道路运输企业已开行返岗包
车2220趟次，运送务工人员48881人。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客运企业
实施定制化包车服务，帮助企业员工
从“家门”直抵“厂门”。比亚迪长沙
电子有限公司介绍，龙骧旅运安排了
10辆大巴奔赴全省各市州，协助企业

近1万人次员工安全返岗。目前，长沙
市已为铁建重工、中国移动、蓝思科
技、新华联、中联重科、山河智能等园
区企业开通了上下班通勤车。

目前，湖南省内道路客运已全面
恢复。从 4 月 8 日起，我省将全面恢复
各地至省外低风险地区的省际包车、
旅游客运（除北京外）和至中风险地区
的省际班车客运。

从“家门”直抵“厂门”
全省道路运输企业开行返岗包车2220趟次

湖南日报4月5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倪友平 黄德建）我省自 2 月
18日部署利用大数据生成健康码为复
工企业提供疫情防控参考信息以来，
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截至 4 月 2 日，全
省电子健康卡（码）新增申领超1400万
人，累计查询1.63亿人次。

湖南省电子健康卡（码）是卫生健
康部门为城乡居民设计发放的一张全
国统一标准的就诊服务卡，主要解决
跨机构、跨地域医疗健康服务“一卡
通”问题，方便群众就医和健康管理。

目前，全省近 200 家公立医疗机构已
经可以实现一卡通行，居民通过电子
健康卡可以实现预约挂号、就诊、查询
就诊记录等全流程健康服务。

2月19日21时，在“湖南省居民健
康卡”微信公众号实现加载了新冠肺
炎病毒暴露风险等级的电子健康卡

（码）申领功能，用红、黄、绿三色电子
健康卡（码）提示新冠肺炎病毒暴露
高、中、低风险。功能上线一小时，湖南
省电子健康卡（码）新增申领9万人。

按照省委部署，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于2月20日在官方网站开通了“湖
南省复工企业员工健康状况查询平
台”，受理全省企业员工新冠肺炎病毒
暴露风险批量查询, 3月30日将“湖南
省复工企业员工健康状况查询平台”
升级为“湖南省复工复学人员健康状
况查询平台”，同时受理企业员工和学
校师生新冠肺炎病毒暴露风险批量查
询。3月18日，实现了电子健康卡（码）
和国家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和

“全国防疫信息码”互认共享。▲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4月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姜杨敏）中车株洲所 4 月 3 日
发布消息称，国产首台兆瓦级船舶直
流组网电力推进系统装置2日成功研
制下线。这意味着我国高端船舶迎来
了新的“中国血统”的核心装备。

船舶电推系统堪称船舶“心脏”，
被广泛应用于海洋工程船、风电安装

船、公务船，豪华邮轮等高端船舶上。
根据组网方式的不同，船舶电推系统
可以分为交流组网电力推进和直流组
网电力推进两种方式。作为新一代船
舶电驱动力方式，直流并网技术具备
高效、节能、减振、节约空间、多能源并
网的优点，成为当前船舶电力推进发
展的主流趋势。此前，船舶新一代直流

组网技术一直被ABB、西门子等国际
巨头企业垄断，我国虽然在推进技术
研发上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变流器
模块、控制模块等推进系统的核心部
件并未实现真正的自主化，这也成为
制约推进船舶直流组网电力推进系统
自主国产化的核心问题。▲ ▲

（下转3版③）

4月5日，游客在长沙世界之窗参加清明节华服巡游。当天，该园特别举办
“清明踏青，回到楚国”游园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董媛丽 摄影报道

4月 5日，游人在张家界武陵源
黄龙洞景区生态广场游玩。近日，当地
出台景区门票“买一送一”、送消费体
验券等多项优惠措施，提振旅游市场
人气。 吴勇兵 摄

踏青赏春

4月5日，
保靖县葫芦镇
黄金村，村民
在采茶。清明
时节，当地村
民抢抓有利天
气采收春茶。

刘振军 摄

清
明
茶
鲜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防控

湖南稳步推进电子健康卡（码）普及应用
截至4月2日，全省新增申领超1400万人，累计查询1.63亿人次

高端船舶跳动“中国心”
国产首台兆瓦级船舶直流组网电力推进系统研制成功

省委宣传部通知要求

进一步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