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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行业协会商会积极为防疫医院的建设和改造提供支持（图为 1 月 28 日拍摄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

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及复工复产
■ 本报记者 王勇

� �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2 月 21
日下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召开行业协会商会助力复工复
产工作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
与会代表积极发言，介绍了各协
会前期疫情防控和推动复工复
产工作情况，并分析了疫情对本
行业复工复产的影响。

广大行业协会商会自觉定
位 ，主动补位 ，有效发挥了政府
的助手 、行业的抓手 、企业的帮
手作用，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两条战线上都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指出，行业协会商会自
身成长与所在行业发展同频共
振、休戚与共。 广大行业协会商
会要抓住疫情短期危机之中蕴
含的行业发展契机和企业运营
转机 ，学会变危为机 ，变疫情为
契机， 推动行业产业转型升级、
实现自身转型发展。

围绕三个方面下功夫

会议强调，行业协会商会具
有扎根行业、贴近企业的天然优
势，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更是具
有引领全行业的独特优势。 广大
行业协会商会要着重围绕以下
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系统化”上下功夫。
要坚持行业“一盘棋”。 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详细、准确摸底行业
受疫情影响和冲击情况， 通过

“互联网+行业”模式，尽快形成
行业信息宏观大数据，为政府决
策和企业复工复产或转产提供
双向信息支撑。

二是在“精细化”上下功夫。
分区分类分批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 根据不同地区的疫情情况，
分区分级为企业恢复生产做好
服务，支持低风险地区企业全面
复工复产，中风险地区企业尽快
有序复工复产，高风险地区根据
疫情态势逐步复工复产。

三是在“实效化”上下功夫。
要把“服务行业”宗旨贯穿到排
查困难、化解问题、推动发展的
实际工作中：从协助保障企业复
工复产防疫需求，到协调解决企
业劳工、原料、能源、资金、运输、
仓储、配送、通关等方面困难；从
协助减少企业损失到帮助争取
国内外资源；从推动企业短期复
工到指导企业中长期发展等等，
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有实效性
的全方位、多层次服务，切实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和长远发展。

聚合行业资源助力一线抗疫

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消息显
示，广大协会商会主动增强大局
意识，以疫情为命令、以防控为
责任，及时聚合行业资源，在保
障医疗用品、 援建疫区医院、动
员医务力量、 协助医疗服务、辅
助疫情防控等多方面有效助力
一线抗疫。

在保障医疗用品方面，中国
医疗物资协会、中国产业用纺织

品行业协会、中国纺织品商业协
会、中国化学试剂工业协会迅速
摸排全国口罩、 医用防护服、消
毒剂等医疗物资的库存、产能和
企业布局等，有效动员企业提前
复工、全力生产，保障全国尤其
是湖北所需药品和医疗物资的
供应。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山东省
氯碱行业协会等积极组织企业
加班加点复工生产，并为企业原
料、产品争取绿色通道，全力保
障消杀产品、医用塑料材料及制
品的供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
会及时搭建信息平台，协助对接
供需信息；北京医药行业协会积
极组织会员企业迅速生产、调运
急需药品和防控物资发往武汉。

在援建疫区医院方面，中国
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 中国钢结构行业协会、中
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积极推动会员企业为
武汉火神山医院、 雷神山医院、

“方舱医院” 及各地防疫医院的
建设和改造提供建筑材料、照
明、家电等支持；武汉建设监理
与咨询行业协会主动负责火神
山医院建设的安全监理工作。

在动员医务力量方面，中国
医师协会及时向全体医务人员
发出抗疫动员；中国非公立医疗
机构协会积极招募有意向的医
院支援武汉； 中国煤炭工业协
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积极动员
煤炭企业、冶金企业医务人员支
援疫区。 在协助医疗服务方面，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动员会员为
疫情防治献计献策献药献方；中
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广大志
愿者科学提供疫情防控志愿服
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
全国物流企业义务为武汉地区
提供救援；武汉市清洁行业协会
动员上万名保洁员积极参与医
院、社区和超市的保洁、垃圾分
类和消毒等工作。

在辅助疫情防控方面，中国
旅游协会、 中国旅行社协会、中
国旅游景区协会以及多地旅游
行业协会迅速发出行业倡议，协

助政府做好旅游企业暂停经营
活动、保障出行旅客健康、帮助
旅客争取退改优惠等工作；中国
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号召互联
网企业免费取消酒店、 景区、用
车等出行订单。

汇集款物资源保障一线需要

疫情防控阻击战同时也是
物资资源消耗战，必须加强后勤
保障。 广大协会商会积极发挥集
聚优势，勇于担当，全力支援，积
极为一线提供款物和生活保障。

有的积极组织会员捐款捐
物，如，中国电子商会号召会员
企业累计捐款捐物约 22 亿元；
中国酒业协会动员企业累计捐
款约 12 亿元； 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引导动员会员单位捐
赠 4.1 亿元资金和价值 2.6 亿元
的医疗生活物资。

有的积极为疫区提供金融
支持，如，中国证券业协会号召
会员单位除捐赠资金及物资约 5
亿元资金外，还积极组织会员提
供融资服务支持疫情防控；中国
银行业协会号召会员单位加大
对疫情防控地区信贷支持力度；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建
立“绿色通道”，紧急驰援抗疫一
线企业，不到 2 天时间为 3 家企
业募集 21 亿元资金。

有的积极寻求国际支援，并
协助办理物品快速通关， 如，中
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在全球完
成了近百万件急需医用物资采
购；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
紧急联系进口防护服采购渠道；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动员会员除
捐赠 7 亿元资金外，还积极寻找
海内外医疗物资渠道，为湖北紧
急提供了 82.9 万只口罩、2.4 万
套防护服和 1.3 吨医疗物资；中
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中国报
关协会组织会员积极扩大防疫
物资进口，并为捐赠物资提供免
费清关及相关服务。

有的积极协调保障一线生
活需要，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发动会员除捐款 3.07

亿元外，还捐赠医疗物资及生活
用品 320 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动员会员开通了面向武汉
地区的捐赠物资免费运输的绿
色通道。

积极协调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广大协会商会积极响应总
书记关于“大力支持和组织推动
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 的要
求，充分发挥扎根行业、贴近企
业的独特优势，快速按下行业复
工复产的“重启键”。

一是深入了解疫情对行业
的冲击和影响，为政府和企业提
供双向信息支撑。 如，中国商业
联合会对零售业、餐饮业、住宿
业、沐浴业、洗染业、农产品批发
等多个商贸服务业受疫情影响
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发布
经营服务指南，并提出具体扶持
建议；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接
受发展改革委委托，深入调研粮
油食品企业受疫情影响情况；中
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积极收
集国外主要团体、机构对我国疫
情及贸易影响情况的表态和分
析；中国烹饪协会在对餐饮业经
营状况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基
础上，从行业自救和政府支持角
度提出了多项意见建议；中国物
流与采购联合会提出尽快建立
与国家应急管理体制配套的应
急物资采购管理体系和采购管
理制度的意见建议。

二是指导企业稳步有序复
工复产，防止上下游链条式停摆。
如，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从劳动用工、工资待遇、企业
减负、 指导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稳
定劳动关系、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的多项措施；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
协会及时下发建材与家居行业做
好恢复生产、 贸易等工作的指导
意见， 对行业企业从短期复工到
中期发展进行业务指导； 中国麻
纺织行业协会为会员企业、 产业
集聚地政府提供生产加工采购信
息平台，推动供需信息对接。

三是代表行业维护企业合

法权益， 帮助企业减少疫情损
失。 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会为相关企业开具不可抗力证
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并积极
协商有关方面减免企业摊位费
等，最大限度减少企业损失。

四是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
营困难， 让行业环境更有“温
度”。 如，中国电子商会设立中小
企业会员单位“众志成城战疫情
互助金”， 并联合富士康集团为
会员单位提供原材料及电子器
件采购和供应支持；深圳市商业
联合会等十二个协会商会联名
呼吁业主、金融机构减免租金或
给予金融优惠，支持企业抵抗疫
情、共克时艰。

协助保障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协会商
会积极整合产业链资源，从协调
保障物资供应、 畅通物品流通、
引导科学防疫和丰富文化生活
等方面，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日
常生活需要。

在协调保障物资供应方面，
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做好食品、蔬
菜、日常生活用品等相关产品的
生产、加工和经营，稳定供应、平
稳价格。 如，中国肉类协会号召
广大会员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增
加商品投放， 充实库存储备；中
国果品流通协会积极引导企业
拓宽货源，保障果品充足供应。

在畅通物品流通方面，积极协
助保障流通和市场投放，确保调度
供应，解决“最后一公里”精准送达
等问题，打通经济社会“微循环”。
如，发展改革委、商务部通过中国
连锁经营协会号召全行业“保障供
应、稳定物价、持续开业”，近 300
家零售企业 20 万个门店积极响
应， 覆盖全国大部分地级以上城
市；中国蔬菜流通协会提出的“无
接触式送货上门”模式，已被政府
部门采纳并广泛推广应用。

在引导科学防疫方面 ，积
极提供防疫科普知识， 做好心
理疏导服务， 引导公众科学理
性防疫。 如，中国物业管理协会
发布物业管理区域疫情防控操
作指引， 指导和帮助全国物业
服务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发
展改革委委托中国医学装备协
会制作了通俗易懂的口罩使用
指南， 向公众普及口罩使用知
识；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及时发
布信息提示公众正确使用消毒
剂；中国健康管理协会、中国灾
害防御协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设立“微心战疫”公益项目，向公
众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中国社
会工作联合会动员全国社会工
作者积极做好疫情科普、心理疏
导以及家属安抚等工作。

在丰富文化生活方面，积极
组织提供优质文化产品，改善公
共文化服务。 如，中国音像与数
字出版协会、中国版权协会积极
组织会员企业为公众提供免费
阅读服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