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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

前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近期法国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法国政府和

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

是中法关系的良好传统。感谢法国政府和社会各

界对中国全力抗击疫情表达的支持和慰问。公共

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政府和人

民坚定支持法方抗击疫情努力，愿同法方加强合

作，在互帮互助中，共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法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负有守护

全人类生命安全的重要责任。中方愿同法方共同

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

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习近平强调，我高度

重视中法关系发展，愿同马克龙总统一道努力，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双边关系各项工作，推动中法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经受住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继

续向前发展。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日

前致电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近期德国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国政府和

人民表示诚挚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强调，不久前德国政府及各

界以多种形式对中国疫情防控表达慰问和支持。

中方坚定支持德方抗击疫情的努力，如果德方有需

要，中方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下转第三版）

就法国德国西班牙塞尔维亚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习近平向四国领导人致慰问电

本报3月21日讯 随着湖北疫情形势逐步好转，根据统

一安排，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开始分批次有序撤回。22日，

首批返回人员将胜利凯旋、平安到家。

大疫突袭，英雄无畏。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了人

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省广大白衣战士主动请缨、奋

勇战“疫”。同时，1209名医护人员响应号召驰援湖北，同全

国4万多名医护人员一起，打响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生命保卫

战。他们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他们与死神赛跑、为生命坚

守，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热烈欢迎英雄凯

旋，让我们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

同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们一样，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

炎疫情，全省上下沉着应对大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科学研判、精准施策，广大党

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公安干警、社区工作者、新闻工

作者、志愿者不惧风雪、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谱写了疫情大战中的吉林方案，体现了疫情大考下的吉林

担当。战“疫”还未结束，仍需坚韧向前。本报今天推出特别

报道，与广大读者阶段性回顾严峻战“疫”中的“吉林时刻”，解

码疫情大考下的“吉林答卷”，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凝

聚更强大力量，咬紧牙关、鼓足干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今起有序返吉

今天，让我们当面向他们说声谢谢！
本报推出“‘疫’考下的‘吉林答卷’”特别报道

3月21日，在我省第十一批支援

湖北医疗队的驻地，队员们正在搬运

物资，一位路过的女孩泣不成声，她

隔着栏杆大声地喊道：“谢谢吉林省

的医疗队！答应我，一定要平安回

家！”原来，女孩的好几个亲人都感

染了新冠肺炎，经过包括吉林省医疗

队在内的来自全国多个医疗队的治

疗，他们都已经治愈出院。女孩从这

里经过时，看到吉林省医疗队的队

旗，心生感激，不由得泪流满面。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来

自我省的十三批医疗队、1209名医

护人员奋战在抗疫的最前线，他们

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与时间竞速，与

病魔赛跑，打响湖北保卫战、武汉保

卫战。我省作为此次支援武汉的硬

核部队，攻的是最坚固的堡垒，啃的

是最硬的骨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

过命的交情，赢得了武汉人民的感

激和铭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

法新城院区是我省医疗队工作地点

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出

院，医护人员收到的感谢信也越来越

多，每封感谢信的背后，都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

“不舍你们爽朗的笑声、不舍你

们亲切的话语、不舍你们晚巡的脚

步，这一切都深深刻在了我心里！”这

是一位即将出院的患者写给吉林大

学中日联谊医院医护人员的充满深

情的感谢信，信中说道:“来的时候，

自己因为全家感染情绪低落，也因为

对疾病的未知而恐惧，（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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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婷婷）记者从长春海关获悉，1-2月我

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增长，进出口金额

56.5亿元，增长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29.4%。以匈牙

利、捷克、泰国、波兰为例，分别增长了 78.2%、16.1%、

26.1%、19.4%。

从品类上看，前两个月我省进出口农产品增幅较大。

1-2月，进出口农产品总值17.9亿元，同比增长15.5%。农

产品出口11.7亿元，增长9.5%。其中，鲜、干水果及坚果

2.1亿元，增长55.7%；粮食1.7亿元，增长1.2倍；水海产品

1.4亿元，与去年持平。农产品进口6.2亿元，增长28.8%。

其中，大豆2亿元，去年同期没有进口；鲜、干水果及坚果1

亿元，增长4.2倍。

从贸易方式上看，前两个月我省一般贸易占比较大，超过

八成。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64.6亿元，占同期我省进出

口总值的85.7%；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14.4亿元，占7.5%。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我省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

业进出口也呈现出了小幅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99

亿元，增长5.5%，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的51.5%；民营企

业进出口增长2.3%，占同期我省进出口总值的20.8%。

据悉，为降低疫情影响，稳定外贸进出口，长春海关及

时制定了支持外贸企业复工复产15条、支持中欧班列发展

15条、支持综保区发展8条等细化措施，强化监管优化服

务，以实际行动服务外贸稳定持续增长。

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增长

本报讯（记者陶连飞）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1至2月

份，我省外贸进出口实现192亿元，同比下降2.4%，高于全

国 7.2 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 2.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0%，高于全国16.4个百分点。全省外贸外资双双实现良

好开局，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得到有效保障。

外贸方面，一汽大众、紫金铜业、九三集团（长春）、长春

富奥石川岛、中粮生化（吉林）、法雷奥（长春）、吉林梅花氨

基酸、吉林启星铝业、长春皓月、吉粮集团、福耀集团（长

春）、东宝集团等重点外贸企业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富

奥翰昂汽车零部件（长春）、长春德胜房地产、安费诺金事达

电子系统（白城）、丰宽仓储（长春）、丰春仓储（长春）、长春

安沃高新生物制药、华润万家物流配送公司等一批重大外

资项目实现资金到位。

政策措施及时到位。积极把握国家政策窗口期，省商

务厅在全国省级商务部门中率先出台促进商务领域企业平

稳健康发展18条政策措施；总书记“2.23”重要讲话的第2

天，率先以政府文件出台了稳外贸、稳外资“双9条”政策措

施；加大对外贸企业财税、信保、通关、法律等支持力度，服

务外资企业税费减免、项目签约、资金到位。疫情发生后，

2月2日制定下发《关于鼓励企业扩大疫情防护物资进口的

通知》，夜以继日组织全球采购，千方百计保障应急供应；在

2月17日，制定下发《关于做好全省外贸企业开复工有关工

作的通知》，建立企业开复工调度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对经济影响。

对口服务企业。强化运行监测和保障服务，建立外贸

重点联系企业统计调查制度， （下转第四版）

我省稳外贸稳外资开局良好

本报讯（陈锋 刘欣欣 记者杨悦）为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进一步做好各项服务工作，省商务厅联合国网吉林省电

力有限公司利用电力大数据，对我省开发区（工业集中区）

企业用电量情况开展了监测分析，通过企业日用电量变化

数据，为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的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精

准画像和趋势分析。

目前，我省共有开发区（工业集中区）120个，其中国家

级开发区14个，省级开发区72个，工业集中区34个。据电

力部门统计，这120个开发区(工业集中区)2019年全年的

用电量总数占全省用电量的25%。省商务厅将企业日用电

量与去年同期对比，通过此项数据参考，侧面分析当前我省

的经济发展趋势。

分析报告显示，受春节假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因

素影响，1月24日（除夕）至2月8日（正月十五）期间，全

省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用电量仅为去年日均用电量的

68.9%。但从2月8日起，全省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复工

复产工作部署，开发区（工业集中区）用电量逐日回升。3

月15日用电量已达去年日均用电量的97.2%，其中国家级

开发区日用电量达到去年日均用电量的96.4%，省级开发

区日用电量达到去年日均用电量的98.6%，复工复产措施

效果明显。 （下转第四版）

电力大数据监测分析显示

我省复工复产措施效果明显

精准施策抓防控
聚焦重点谋发展

资金畅通如同企业运转的“血脉”，是复

工复产的关键所在。

资金链吃紧有多急？企业争分夺秒抓生

产，每耽搁一天，就可能丧失订单、市场……

金融服务有多及时？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降息贴息，当天审结发放贷款……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大战大考中，全

省各地强化各项金融政策落实，各金融机构增

信贷、降成本、缓还款，为企业“输血供氧”。

为防控重点保障企业送去“及时雨”

960万元贷款，48小时内完成发放。贷

款利率3.15%，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付息成

本仅为1.575%。

这是全省金融系统内发放的首笔全国性

疫情防控重点企业优惠利率贷款。

“多亏工行开辟绿色通道，让企业在最短

的时间，以最优的政策拿到低利息贷款，购买

生产防控新冠肺炎所需药品a-干扰素的原

材料。”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疫情发生以来，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会同相关部门出台了系列金融政策，建立企

业融资需求、银行放贷情况、重点工作任务

‘日调’制度。从目前统计情况看，全省主要

银行机构累计为170余家企业发放疫情防控

贷款超过60亿元。融资担保机构支持医疗

用品生产和民用生活物资销售等企业45户，

担保贷款6.49亿元。”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唐庆会表示。

为推进专项再贷款政策加快落实，人民银

行长春中心支行及时向金融机构推送吉林省

纳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指导有

关金融机构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授信流程，将

贷款发放到位。吉林银保监局积极引导辖内

金融机构加大支持力度，积极对接和保障企业

合理资金需求，为复工复产提供金融保障。

各银行机构务实高效，让金融活水最快

注入企业，跑出了服务加速度。

长春欧亚集团是吉林省零售行业龙头企

业。“我们需要采购大量的商品，保障粮油肉

蛋奶等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周转资金比较

吃紧。”长春欧亚集团总会计师韩淑辉说，“交

行吉林省分行主动对接，2月13日，为集团和

下属子公司快速发放贷款5亿元，解决了企

业难题。”

“我们迅速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启

动授信审批绿色通道，当日接单、当日审结，

优先安排信贷规模，实施利率优惠，为企业

及时提供资金支持。”交行吉林省分行相关

负责人说。

据了解，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开通

应急贷款绿色通道，对有融资需求且符合授

信条件的客户执行“一户一策”，提供个性化

融资方案，目前已审批疫情防控相关贷款

16.45亿元、投放信贷资金2.5亿元。省农行

出台支持疫情期间农产品生产供应复工复产

13项措施，2月份以来，该行走访对接从事农

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涉农重点企业

240余户，已为其中的48户企业提供贷款支

持或达成融资意向。省中行在授信审批、授

信发放、利率优惠、信贷规模等方面开辟金融

服务绿色通道。省建行累计发放防疫和民生

保障相关企业贷款20.96亿元。

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金融服务，为企

业复工复产注入了股股暖流。

为民营、小微企业及时“雪中送炭”

“特殊时期，吉林银行的500万元贷款有力

支持了企业原材料采购和部分设备扩能增产的

需要！”吉林省金源北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感叹，这笔贷款对他而言就是雪中送炭。

受疫情影响，民营、小微企业面临资金压

力大、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不容小觑。

帮到难处，才能扶到实处。

事实上，省内各银行机构对受疫情影响

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特别是民营和小微企

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并通过展期、还款

计划变更、适度降低贷款利率、无还本续贷等

多举措支持企业正常运营。 （下转第四版）

金融“硬核”服务 助企业渡难关
——我省金融业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扫描

本报记者 杨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