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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助力企业战“疫”到底 提升“中国价格”影响力
———专访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

■ 曹静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第一次听到武汉

疫情时，正在亚布力开会。会议的后半程大家

无心讨论议题，都在关注疫情的变化。

1 月 24 日一大早，郭广昌就接到了上海

市商委领导的电话，询问他复星能否依靠全

球布局，采购医用防护物资。放下电话，郭广

昌很担心：“如果连上海都碰到这个问题，全

国只会更紧张。抗疫如战场，医护工作者是战

士，不能让他们空着手上战场。我们必须马上

行动起来。”

战时机制，抢购医用物资
很快，三条基本原则就在复星内部确立：

第一，医用物资就是战略物资；第二，不能在

国内采购；第三，速度一定要快。

“不惜一切代价，时间越快越好，锁定所

有的货源，以最快的速度运到上海，先不要考

虑钱的问题，我们先付、我先付，要以最快的

速度抢救生命。”这是郭广昌给团队下的命

令。十个小时后，复星订购到 20 多万件防护

服、20 多万件口罩。金融界了解到，为了抢购

物资，复星几乎调动了全球团队，启动了战时

机制———不论几点总有人在线，保证任务能

够 24 小时高速运转。最终物资的调配基本覆

盖了五大洲、23 个国家和地区。

物资有了，运输成了新难题。1 月 31 日，

郭广昌的焦虑达到顶峰：“全球都被买空了，

很难买到大批量的物资。而且，美国和印度都

宣布暂停航线，有几十万的货物在美国和印

度运不出来。那时候真的非常担心，货买不到

了，买到了又运不出来，真的是极度焦虑。”迫

不得已，复星只好采取非常手段，包机从海外

运货回国。

物资有了，复星旗下的医院也陆陆续续

被征用。金融界了解到，复星先后共有 27 家

医院、240 多位医护人员在一线参与了全程

抗疫。其中，武汉济和医院还承担起为其他医

院输送防护物资的职责，是复星打通武汉生

命线的重要节点。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郭广昌向金融界透露，复星大量购买医

用物资、包机运输的作法一度引发了不少海

外朋友的不理解甚至不满。对此，他解释道：

“中国把疫情控制住了，过完春节就能恢复生

产，反过来还会再支持你们的。”他的说法得

到了理解。只是没想到，一语成谶，疫情在海

外大规模爆发，而复星信守诺言，迅速支援海

外。

复星在全球共有 70000 名员工，其中一

半在海外。郭广昌表示：“我们要保护好每一

位员工。国内爆发疫情时，复星在西班牙的医

院还让出自己的物资，捐献给武汉医院。现在

到了我们兑现诺言的时候。”据统计，复星已

向日本发送 5.9 万件防护物资，为意大利送

去 7.55 万件防护物资，向韩国送去 2.2 万件

医疗物资。目前，复星还在通过自己的全球布

局不断向英国、法国、葡萄牙、德国、印度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输送物资。

经历了这场黑天鹅，郭广昌对企业的运

营效率有了新的理解。不仅要“战时状态”，还

要“让听得到炮声的人指挥”。复星对顶层设

计进行了重新调整，尽可能保证组织扁平化、

高效化，做对的事、快的事、长远的事。

郭广昌在危机中的另一心得则是，企业

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具体来看，团队里后

10%不合格的人必须被淘汰，前 20%表现优

秀的要得到重点奖励，中间的 70%则要不断

提升。

生意里竞争，危机中携手
危机中，郭广昌深刻地体会到何为全球

命运共同体，也重新定义了何为企业责任：

“在灾难面前，全球需要一批优秀企业优化产

业链、整合资源、承担责任。中国是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作为在 20 个国家扎根运营的全球

化企业，复星应当承担大国企业的责任。我们

的价值是对全国、全球来讲的。”

亚布力是中国企业家的缩影。郭广昌认

为，所谓企业家精神是即便观点不同、生意存

在竞争，但在全球灾难、国家大义面前，依旧

能齐心协力、团结奋斗。

郭广昌向金融界表示：“我特别感谢疫情

中跟复星一起采购、运输的企业和组织。现在

开展全球捐赠，也有不少亚布力的企业家表

示愿意跟复星一起来做，体现大国企业的责

任。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是否为全球化经营，

我们的家都在中国，有家就有温暖、有力量。”

金融
要为战“疫”助力
■ 新华社记者 刘开雄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当前，金融已

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金融系统全

力运转，确保抗击疫情的各方需求。从央行的

专项再贷款、再贷款再贴现，到商业银行为抗

击疫情提供超过 1.8 万亿元信贷支持，从股

市如期开市提振信心到债市增发疫情防控债

券为战“疫”助力……

当前，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

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金融体系又再次肩负

起“保复产”“抗风险”的重要责任———为企业

复工复产雪中送炭的同时，严阵以待应对国

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带来的挑战。

3 月 27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

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

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银行资本充足率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

足率分别达 14.6%和 247%，风险抵御能力和

应对资源非常充足；目前已累计发放优惠利

率贷款超 1300 亿元，贷款利率水平明显低于

国家要求；目前上市公司复工率已经超过

98%，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股市估值处

于历史低位……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当前，我

国金融体系运行总体平稳，金融市场预期稳

定，货币信贷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经受住

了疫情冲击，也为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作出重

大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宏观政策仍有充足

的空间和工具储备应对挑战。目前，多国央行

已将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下降至零附

近，甚至负利率，而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

于适度水平，有较大下调空间，存贷款利率亦

有下降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

2020 年第一季度例会提出，要跟踪世界经济

金融形势变化，加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研判

分析，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当前，

我国金融体系坚持以我为主，坚持改革开放，

用足用好现有政策空间和工具手段，有实力

有能力全力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复工复产，确

保金融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最终定能在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让“稳经济”和“稳金

融”良性互动。

3 月 28 日上午 10 点 30 分，红豆集团在

无锡锡东红豆财富广场二楼举行了一场简单

而隆重的防疫物资捐赠仪式———向柬埔寨捐

赠 100 万只口罩。江苏省政协主席黄莉新、无

锡市委书记黄钦、锡山区区委书记顾中明等

省市区领导、柬埔寨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

田温楠和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周海

江等出席活动。红豆集团副总裁、柬埔寨西港

特区公司董事长陈坚刚主持。

周海江在仪式上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我们举国上下同心

抗疫，经过 60 多天的艰苦奋斗取得阶段性胜

利。而在中国抗疫斗争初期最艰难时刻，洪森

首相不顾危险，亲赴北京，雪中送炭，支持中

国抗疫，体现了危难之际中柬两国的深厚兄

弟情谊。多年来，在洪森首相的英明领导下，

柬埔寨经济发展迅猛，现在柬埔寨疫情防控

进入攻坚期，作为在柬投资的中国龙头企业，

红豆集团用实际行动诚挚表达中国人民对洪

森首相英明领导的一份敬意。

周海江感言，在西港特区的开发建设过

程中，红豆集团始终秉持“八方共赢”理念，热

心公益事业，构建了和谐发展生态圈，也使中

柬友谊之花更加灿烂。西港特区也得到了中

柬两国领导人的高度肯定，国家主席习近平

称赞“蓬勃发展的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

柬务实合作的样板”。洪森首相先后四次亲临

特区，并多次在重要场合称特区是他的“亲儿

子”，赞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是中柬两国

‘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典范”。红豆

集团此次向柬埔寨捐赠防疫物资，正是助力

柬埔寨抗击疫情、加深中柬友谊的又一务实

举措，百万只口罩表达了对柬埔寨人民的一

份深情厚谊。

黄莉新在讲话中说，蓬勃发展的西哈努

克港经济特区为西哈努克省、市和江苏、无锡

两地之间搭建起友谊之桥，成为江苏乃至全

国对外经贸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捐赠百万

口罩防疫物资，亦是红豆集团响应“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号召，用积极务实的行动诠释

新时代大企业的使命与作为，彰显了江苏企

业在危难时刻与柬埔寨人民携手并肩、共同

抗疫的责任与担当。黄钦表示，红豆是无锡第

一批走出国门的企业，秉承“八方共赢”理念

开发建设西港特区，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

了积极贡献。烈火炼真金，危难见真情，在这

个全球共同抗疫的时刻，红豆捐赠 100 万只

口罩，践行了总书记提出的“携手抗疫，共克

时艰”，诠释了“崇德厚生，实业报国”的锡商

精神，充分展示了大爱无疆的博爱胸怀，无愧

中国民营企业、无锡民营企业的楷模典范。

捐赠交接时，柬驻沪总领事田温楠代表

柬埔寨红十字会接受周海江的捐赠。此前，柬

埔寨首相洪森夫人、王国红十字会主席文拉

妮亲王得悉此事专门向周海江致函感谢。仪

式上，田温楠宣读了文拉妮的感谢信，信中

说：“本月柬埔寨红十字会将接受红豆集团一

百万只口罩的捐赠，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柬埔

寨首相洪森的坚强和英明领导下，这些口罩

一定能够大大助力柬埔寨政府抗击新冠肺

炎。柬埔寨红十字会的使命是减轻柬埔寨人

民所遭受的痛苦，你们持续不断地对柬埔寨

红十字会伸出援手，无论是精神上的、经济上

的、还是物质上的。在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

向您和红豆集团表示最深切的感谢！”。田温

楠表示，红豆集团联合中柬企业主导开发建

设的西港特区蓬勃发展，一直以捐资助学、扶

弱帮贫等实实在在的行动惠及当地。当前，柬

埔寨不断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这个特

殊时刻，红豆集团日夜兼程赶制 100 万只口

罩送给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再一次体现了柬

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会场内，数

以万计的装箱口罩垒成了一面墙，纸箱上印

着中柬两国国旗，以及用中柬两国语言标明

的“一带一路，守望相助，中柬同心”语句。据

悉，首批 20 万口罩已第一时间起运柬埔寨，

其余将于近日分批运往。

此次红豆集团向柬埔寨捐赠 100 万只口

罩，不仅是中柬世代友好的体现，也是中柬作

为命运共同体和铁杆朋友的应有之义，更是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疫情国际合作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充分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情真之举，生动诠释了“肝胆相照的好

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凸显了民族

品牌的大爱无疆，展现了与柬埔寨人民同心

抗疫、共克时艰的坚定信心！ 渊红轩冤

一带一路，守望相助，中柬同心

红豆集团向柬埔寨捐赠百万口罩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

战时状态里让听得到炮声的人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