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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天跨界量产口罩机 中国船舶集团硬核战疫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造航母的企业，也造口罩机。 面对疫情大

考，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实力“跨界” ，紧急

承担平面口罩机、N95口罩机等医疗关键设备

研制生产攻关任务，仅15天就实现量产设备连

续供货， 在防疫抗疫中发挥了央企 “定海神

针”作用。集团一手严抓疫情防控，一手紧抓业

务发展。 据集团3月17日数据显示，1-2月份，

集团手持订单和新船订单均居全球第一。

跨界生产抗疫复工“利器”

疫情当前，口罩需求猛增，口罩机等生产

设备一机难求。“口罩机？” 接到通知的中国船

舶集团八院鹏力（南京）塑造科技有限公司员

工徐存培有点吃惊，这是公司从未接触过的领

域。“但本着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抢夺生命的精

神，干就是了！ ”

2月12日， 该公司接到集团的紧急通知要

求，研制完成31套平面口罩机生产线。

作为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徐存培从接

到任务后几乎就“长” 在公司。 他穿梭在各台

平面口罩机之间：一会儿踮起脚尖测量放料架

距地面高度，一会儿弯下腰去拧紧设备柜的螺

丝，一会儿凝神紧盯传送带，看无纺布的贴合

角度是否精准无误……

2月21日，平面口罩机样机成功下线。3月5

日，产品先后发往中国石油（兰州）、中粮集团

等6家企业，以“战时速度”硬核抗疫。

集团相关人士介绍， 集团仅用11天就完成

N95口罩机、平面口罩机和压条机样机研制，15

天就实现量产设备连续供货。 在紧急驰援国资

系统所属企业需求的同时， 集团还向全国疫情

防控一线各类企事业单位提供相关设备，3月底

前将累计交付口罩机160余台、压条机90余台。

在这次战疫大考中充分发挥“顶梁柱” 的作用。

确保订单“不断线”

“进不来、出不去” 是近段时间船海经营

面临的现实困难。“船东来访洽谈项目计划取

消、在建项目问题需双方谈判、配套设备不能

及时到货、疫情导致船舶交付延迟、市场开拓

变得更加艰难……这些突如其来的问题亟需

解决。” 中国船舶集团贸易公司相关人士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虽然在无法有效开拓市

场、 在谈项目效率明显降低等复杂背景下，经

营接单颇受掣肘，但是，贸易公司通过各种创

新方式，使经营接单取得有效突破。

贸易公司通过电话、微信、视频等远程手

段推进重点项目谈判正常开展，努力确保在谈

项目“不断线” 。 2月初，贸易公司和船厂原计

划前往卡塔尔因疫情无法成行，随后贸易公司

便利用视频方式抓紧开展相关工作，确保卡塔

尔天然气公司液化天然气船项目投标工作未

受影响，顺利完成投标。

2月19日，贸易公司通过“不见面” 网络传

递形式与中国船舶集团重庆川东、 中远海运

（上海）有限公司签订2艘13800吨不锈钢化学

品船建造合同，2艘船合同金额约4亿元。 （下

转A02版）

发改委：加快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3月17日，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刘

世虎在国家发改委3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

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

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将扩大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规模，抓紧准备专项债券项目。

刘世虎强调，关于项目总投资和年度投

资规模不能混淆使用，如果简单将各地总投

资进行加总， 或者误将总投资当做年度投

资，这就容易产生错误判断，作出错误解读。

五举措扩大有效投资

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

月，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19个， 总投资1853亿元， 主要集中在交

通、高新技术等行业。

刘世虎表示，为应对疫情对投资运行的

影响，将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

程和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加大公共卫生服

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强脱贫攻坚、

交通能源、重大水利、农业农村、生态环保、

市政设施、社会民生、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

补短板领域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更加注重调动民间

投资积极性。

他指出，下一步，将积极采取措施，努力

扩大有效投资，提高投资效益。 一是在确保

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 坚持分类指导、分

区分级施策， 积极有序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开

复工，协调解决在用工、运输、原材料等方面

的困难和问题。 二是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抓

紧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加大对疫情重灾区

应急医疗救治设施、 隔离设施等传染病防治

急需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 三是扩大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规模，抓紧准备专项债券项目，支

持有一定收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

设。 四是加大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加强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服务，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前

期工作。 五是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

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协调加强资金、用地等

要素保障，确保建设项目扎实推进。

国内成品油价大幅下调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彭绍宗表示，

从近十个工作日来看，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平均水平已跌破每桶40美元调控下限，即

俗称的“地板价” 。（下转A02版）

国务院要求加快重大投资项目开复工

推动各地1.1万个在建重点项目加快施工进度 加快发行和使用按规定提前下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 改革，培

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稳就业；要求加快重大投

资项目开复工，有效补短板惠民生；通过《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

稳” 工作，必须把稳就业放在首位。一要根据疫

情持续向好态势，在保持必要疫情防控措施的

同时，取消妨碍复工复产的不合理规定，让更

多务工人员尽快返岗，有活干、有钱赚。二要深

化“放管服” 改革。 清理取消不合时宜的临时

管制措施和不合理的证明、收费等规定。 各项

助企纾困政策落实要简化手续，政府涉企事项

尽可能网上办理，尽快让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普遍受益。 三要发挥“双创” 积

极作用， 更多采取市场化手段促进大学生、农

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支持“双创” 示范

基地、孵化器等发展，增加大学生就业创业机

会。 鼓励国家科研项目聘用高校毕业生担任科

研助理或辅助人员，其劳务费用和有关社保补

助按规定从项目经费中列支。 消除障碍，为多

种形式创业和灵活就业松绑。扩大创业担保贷

款对象范围， 对优质项目免除反担保要求，缓

解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抓紧出台公

有用房对中小微企业租金减免的指导标准。鼓

励地方对让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私有

用房业主、平台企业给予补贴。 国有供电供水

企业对疫情期间欠电费、水费的中小微企业不

断供、不收取滞纳金。四要对“互联网+” 、平台

经济等加大支持力度， 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

催生新岗位新职业。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

产业加快上线上云。聚焦养老、托育、家政等就

业潜力大的领域，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

务业。支持发展共享用工、就业保障平台，为灵

活就业者提供就业和社保线上服务。

会议强调，要把推进重大投资项目开复工

作为稳投资、扩内需的重要内容，抓紧帮助解

决各类所有制重大项目建设中的用工、原材料

供应、资金、防疫物资保障等问题，推动各地

1.1万个在建重点项目加快施工进度。 加快发

行和使用按规定提前下达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抓紧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督促加紧做好今年

计划新开工的4000多个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加

强后续项目储备。对重大项目审批核准等开设

绿色通道，尽快实现开工建设。

会议指出，促进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是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会议通过《农作

物病虫害防治条例（草案）》，明确了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农业生产经营者的防治责任，细化

完善了监测预报、预防控制、应急处置等全链条

防治制度安排， 为农业发展特别是做好今年重

大病虫害防治、稳定粮食生产提供法律保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稳定器”作用增强 人民币资产吸金底气足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新冠肺炎疫情给部分海外市场带来更多

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资产吸金能

力如何， 未来调控政策应如何发力护航中国

经济等问题颇受关注。 17日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 在多重利好因素支撑

下，人民币资产吸金底气足。

多因素支撑人民币资产

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进入负利率、“资产

荒” 时期，人民币资产的性价比和配置价值

凸显，A股整体趋势向好。

首先，与海外市场相反，目前中国疫情高

峰期已过， 国内抗击疫情初战告捷、 已现曙

光，人民币资产成为全球资金“稳定器” 的可

能性是存在的。

“从受疫情影响角度看， 中国已进入复

工复产阶段，未来趋势向好。投资者对海外市

场发展尚未有明确预期。 ” 兴业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

其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多年来，全

球资产配置重点在美国，美国经济、美元、美

股、美债高位震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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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顾问：

央行明确再贷款再贴现

支持重点

□

本报记者 彭扬

中国人民银行17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运用

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支持复工复产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再安排。 会议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

进一步管好用好再贷款再贴现政策，重点支持现阶

段亟需解决、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难点”和“痛点” 。

会议明确， 支持抗击疫情冲击能力较弱的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 支持生猪等畜禽养殖、 水产养

殖、磷肥生产等春耕备耕关键领域，支持国际供应

链产品生产等外贸领域， 支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娱乐等行业，也要

做好金融支持工作。

会议指出，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出台以

来， 人民银行总行和各分支机构采取多种措施，积

极协调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有效推动了再贷款再

贴现政策的落地，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要求

的优惠利率贷款，引导资金投向复工复产领域。 截

至15日，金融机构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共1114亿

元，对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提高超千项产品出口退税率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17日发布公告称，自2020年3月20日起，将瓷制卫生器具等1084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13%，将植物生长调节

剂等380项产品出口退税率提高至9%。

图为

3

月

17

日，工人在青岛港集装箱码头为刚靠港的货轮系缆。 近日，山东港口集团各港区相关企业已全面恢复生产。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