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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抗疫中企业的行动力

“1 月 20 日，我正带着部分
印尼德信钢铁职工及家属到印
尼苏拉威西岛上共度春节。 看到
网上报道武汉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防疫一线需要大量的医疗防
护物资，我当即要求印尼德信公
司总经理包建华安排专人在印
尼境内寻找医院急需的防护服、
口罩、护目镜、手套等防疫物资，
快速采购， 快速空运到国内，捐
给湖北、河北、天津等地支援一
线抗击疫情。 ”德龙集团、新天钢
集团董事长丁立国回忆道。

很快，1 月 24 日，除夕当天，
第一批在印尼雅加达采购的
18000 只 N95 口罩到达国内，第
一时间通过北京慈弘慈善基金
会向防疫一线捐赠。

为了更有力地支援防疫一
线， 德龙集团紧急在内部启动了

“全球采购”行动。丁立国强调，要
发动集团人员，调动所有资源，在
全球范围内寻找防疫物资。 与此
同时，成立“全球采购”行动小组，
克服语言障碍、时差影响，时刻保
持沟通，严格审查所购物资。同时
负责协调物流、贸易、通关、信息、
捐赠渠道等方面工作， 确保物资
配送及时、准确。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截至
目前，德龙集团和新天钢集团联
合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累计对
外捐赠防护服 9448 套、 口罩
89515 个、护目镜 10550 副、医用
手套 208000 副、长靴 620 双以及
若干测温枪、手术帽、消毒酒精
等医用救援物资，物资及各类款
项累计总额 3000 余万元。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抗疫成
果，丁立国坦言，除了抗疫小组
的积极行动外，还得益于同各企
业家、钢铁协会、商会等充分的
调动和动员，通过横向联合形成
更多资源。 例如，紧密联合中国
企业家俱乐部的朋友，共同协力
在全球寻找合格物资，相互进行
调配。

在丁立国横向联合的企业家
中， 就包含拥有全球网络的复星
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而复星在此
次抗疫中的行动可谓可圈可点。

据上海复星公益基金会执
行秘书长张翼飞介绍，复星国际
董事长郭广昌基于他对疫情的
预判，于年三十夜紧急召集全球
合伙人和 20 多个国家的首席代
表开电话会，开始全球防疫物资
紧急采购，并在上海总部成立了
全球抗疫指挥部，先后设置国内
10 个、海外 14 个抗疫工作组，在
保护员工的同时， 从全球 2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调运物资驰援国
内，同时，复星旗下医院也全面
投入抗疫行动，先后向武汉各医
院派出了 5 个医疗组。

复星拥有的全球化网络及
高效的自上而下的系统是复星
能够第一时间快速链接抗疫物
品的重要原因。

“短短 10 小时，复星通过全
球多个地区团队努力， 在法国、
英国、德国、葡萄牙、日本、印度
等地采购的 24 万多套防护服和
20 万多个医用口罩就已经落实。
第一批来自葡萄牙的 1 万个医

用口罩，60 个小时后就送到了国
内。 ”张翼飞说。

复星团队战时行动的执行
力甚至令董事长郭广昌都感到
意外。 截至 3 月 28 日，复星累计
向国内捐赠口罩 388407 个、防护
服 637281 套、 护目镜 31720 个、
防护手套 22000 副、额温枪 1000
只、无创呼吸机 775 台、负压救
护车 6 辆。

随着全球疫情的暴发，3 月 1
日， 复星正式启动了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第二阶段行动， 通过紧
急调配全球资源，驰援海外。截至
3 月 31 日， 复星已向意大利、美
国、法国、德国、英国、葡萄牙、日
本、韩国、印度等疫情发展迅速的
多个海外重点国家调配， 支援
252.3 万件口罩、防护服、核酸检
测试剂等各类医疗防护物资。

“在这两个月里，我们对于
抗疫的需求或问题给予及时响
应，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活力及

响应能力。 比如复星基金会原来
打交道的可能只有 10 个部门，
但抗疫战打响之后，如今天天在
打交道的有 100 多个部门。 抗疫
让集团各部门间形成了高度融
通，大大提升了企业的行动力和
效率。 ”张翼飞说。

除了德龙集团及复星集团
外，在此次抗疫中，呷哺呷哺集团
的“创新” 表现引起了记者的注
意。呷哺呷哺在疫情暴发后，第一
时间向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捐赠
100万元，并同意将这笔捐赠作为
春苗基金会的紧急备用金， 用于
基金会缺少资金的项目。

对于企业而言，一般都希望
捐赠的善款能够专款专用，最好
尽快能将钱花掉。 呷哺呷哺集团
助理副总裁张艳梅告诉《公益时
报》记者，呷哺呷哺之所以做出
这样的决定，除了对基金会的这
一创新举动给予肯定外，主要是
回归捐赠的初心：为了帮助更多

在疫情中受影响的人。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 而

经历过“非典”的呷哺呷哺早在 1
月 18 日就专门成立了关于防疫
的部门，快速进行了防疫物资的
储备，在疫情暴发后，紧急驰援
湖北 250 吨牛羊肉。 同时，全国
各地的营运伙伴为各地的医务
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公安干警、
环卫工人等一线防疫人员送去
爱心餐及食品类物资。

疫情后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

当下， 中国国内疫情基本阻
断， 但全球疫情处于不断加速蔓
延的态势下。“疫情的紧急时期结
束后， 社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
能恢复和重建。 ”丁立国表示，疫
情之后，心灵的安稳和康复、城市
社区建设、 基层卫生体系建设等
将成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

为此，在结束了第一阶段物
资采购后，接下来的工作重点除
了驰援海外，丁立国强调，重点
将依托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根
据既有项目的专业特点，对疫后
的心灵进行关怀。 比如结合图书
角项目、幸福课项目，关怀疫区
儿童、老师、社区居民心灵的康
复，这是基金会作为未来中长期
开展的项目；与此同时，还将联
合更多的公益机构，开展线上沙
龙或交流会，共同探讨如何解决
疫情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在丁立国看来， 在社会面临
大型灾难或疫情时， 企业需做到

对整个政府主导的救灾或疫情防
控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 这是企
业在重大社会事件面前理性参与
的表现， 充分调动企业的专业能
力，调动企业广泛的、遍布全球的
人脉带来的采购能力， 进行横向
联合，发挥企业家精神，从而让企
业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除了生
产经营行动和商业行动创造价值
外，还能够推动社会发展，在社会
领域里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

复星在疫后阶段主要开展两
方面工作， 一方面是加强农村基
层卫生体系的建设， 另一方面是
关于城市社区建设创意的征集。

在农村基层卫生体系建设
方面，张翼飞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复星结合之前已经在开展的
乡村医生健康扶贫项目，在湖北
紧急选取 6 个贫困县作为乡村
医生项目新的示范县，集中于孝
感、黄冈这两个疫情比较严重的
地区，为乡村医生紧急开展呼吸
科疾病、 防疫环境管理等培训，
以提高乡村医生对疫区公共卫
生体系的能力建设，并为村民提
供更到位的服务。

“与此同时，我们计划针对
疫情缓解后的劳动力外流，提前
为外出务工村民做好准备，比如
为每人发放一个复工复产爱心
包，里面包含复工后如何注意健
康及跟传染病相关的小知识手
册、口罩、消杀用品等，并通过乡
村医生对他们进行培训和科
普。 ”张翼飞说。

（下转 11 版）

看企业如何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执行力
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展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和凝聚力。 在政府的政策指导和科学防疫下，各行各业以及每个普通人都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其中，企业在这次抗疫中的奉献与担当，是新时代企业家精神成长成熟的有力见证。
面对突发事件，企业在大型危机中的作用越发凸显出来。疫情像一次突如其来的大考，不但考验着社会的治理体系，也考验着企业的应急

能力、业务能力、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疫情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企业承担了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在这场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在积极行动：或积极捐款捐

物，或组织物资生产，或全球采购运往国内，或免费承担物流运输，或为“最美逆行者”提供饮食住宿等支持，或助力临时医院建设，或为疫情研
究提供资金及大数据支持，或选择驰援海外抗疫……

相比 2003 年抗击“非典”，企业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企业的责任担当及高效的行动力，
企业自觉的行动展现了齐心抗疫的“硬核力量”。

德龙集团捐赠的防疫物资 复星集团首批调配物资抵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