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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字当头
中小微企业如何解困局、育新机？

2020年上半年，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无疑“难”
字当头。面对疫情带来的开工延迟、资金紧张、需求萎缩等重
重压力，企业如何解困局、育新机？

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看到，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政策措
施正为市场主体“雪中送炭”，企业自身也在奋力突围、寻找破
题之路。

7月的泉州，持续高温。
“市场总是万千变化，今年却始

料未及。”回忆疫情带来的困境，在
商海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洪建库，
似乎仍能感觉到当时的寒意。

他带领的七彩狐泳装集团，
此前连续20多年实现出口增长，
但今年上半年，却遭遇外贸订单
急剧下滑。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洪建库
急切地寻求出路。他发现，疫情下
瑜伽服等室内运动产品需求明显增
加，于是走了延伸产品品类的路
子。随之而来的，是订单大幅增长、

销售额整体回升。
“疫情给企业关上了‘一扇门’，

又打开了‘几扇窗’。”洪建库说，“我
们正在新建一个5万平方米的厂
房，为下一步市场复苏、多元化发展
做准备。”

“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
么”——在广西柳州上汽通用五菱
宝骏基地挂着的这条横幅，不仅代
表品牌理念，也是这家企业应对市
场变化的“法宝”。

从口罩到智能移动测温车、无
人消毒车，再到火遍朋友圈的“地摊
车”……上汽通用五菱迅速推出顺

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在全行业低
迷的情况下，自4月以来连续三个
月实现汽车销量同比快速增长。

疫情发生以来，生物医药需求
增加，远程办公、居家娱乐、在线教
育、休闲零食等行业走红，一些企
业敏锐捕捉新机遇，业绩甚至不降
反升。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紧
跟疫情期间代餐食品爆发式增长的
需求，重点推出面包、蛋糕、薯片等
烘焙类产品，同时加大电商销售力
度，一季度实现净利润5720多万
元，同比增长超过100%。

尽管疫情给企业普遍带来意想
不到的困难，但在记者的采访中，不
少企业家坦言，没有不好的行业，只
有不好的企业。疫情只是更加剧了
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

浙江余姚市兰山电机企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鲁孝良深有感慨地说：

“不加速创新，不经历转型阵痛，企
业永远不能胜出。”

年初订单明显萎缩让他感到
了“压力山大”。但他很快发现，
不是电机没有“出路”，而是产品
没有“对路”。

在中信银行低息资金支持下，

兰山电机“咬牙”加大研发投入。及
时推出的迭代产品，很快得到市场
认可。

鲁孝良告诉记者，前6个月公
司销售产值同比增加20%。预计
下半年随着市场需求逐渐复苏，营
业收入还可稳步上升。

不少企业表示，疫情加速了行
业洗牌，使得产业更快向“头部”企
业集中。中小微企业必须倒逼自身
转型，才能转危为安。

在外需不振、全行业销量大幅
下滑的背景下，中通客车上半年海
外出口客车2158台，同比增长高达

一倍多。
中通客车董事长孙庆民分析

说：“疫情发生后，我们很快转变营
销和服务方式。但企业‘稳’的根
本，是长期以来坚持创新驱动，针对
市场和客户需求开发过硬产品，站
稳了细分市场。”

“事实上，危机一直都在。无
论是环境、技术、市场还是病毒，
更 多 未 知 带 来 的 挑 战 还 会 到
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春花说，如
果企业只能在顺境里、在可认知
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增长，这本身
就是一种危机。

在努力寻求破题之道的，不只
是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也在积极行
动，一些地方创新招数“放水养鱼”，
千方百计帮企业突围。

几个月前，江苏一品御工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一度遭遇回款难题，资金
压力巨大，银行又提出收回贷款。

所幸在当地银保监局协调下，
这一问题得以解决。加上缓缴社
保、减免税费等一系列支持，企业转
危为安。珠宝成品销售额同比竟有
所提升，新开业的珠宝定制店也经
营良好。

黑龙江省润特科技有限公司在
疫情最严重时一度停产，资金链陷
入困难。一笔3000万元的低息贷
款，让企业走出困境。

一系列保障市场主体的政策
“组合拳”，为缓解企业困难发挥了
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
示，5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2.9
万亿元，同比增长25.4%。

二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比
一季度回升3.5个点，企业资金、用
工状况等均有所改善，信心逐步恢
复。第三方支付机构拉卡拉的统计
也表明，全国小微商户二季度交易
笔数环比增长86.9%，回暖明显。

不过，经济全面恢复需要时间，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当前中小微企
业发展仍面临复杂严峻局面。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6月下旬对
2507家中小微企业开展的调查显
示，由于抗风险能力差，资金支持仍
是中小微企业最大诉求，市场需求
不足则是疫后恢复的最大挑战。

专家建议，下半年还需进一步推
动政策落地，确保“真金白银”落到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身上，特别要增强金
融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同时要通过
稳投资、扩大消费等给市场“添把
火”，让企业渡过难关，赢得未来。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记者
姜琳 吴雨 秦宏 阳建 王建）

“疫情给企业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几扇窗’”

“不经历阵痛，永远不能在优胜劣汰中胜出”

“放水养鱼”，千方百计帮企业突围

新华社发

河北唐山发生5.1级地震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新华社北京 7月 12 日电 记者 12 日从应
急管理部获悉，当日6时38分在河北省唐山市
古冶区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
至记者发稿时，暂无人员伤亡和房屋受损情况
报告。

据悉，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地震灾害Ⅳ
级应急响应。当地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震中踏勘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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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
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外
公布，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活
水”进一步涌流，热潮正起。

省民政厅联合省扶贫办制定下
发了《关于广泛引导和动员社会化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鼓励和
引导社会组织发挥自身特色和优
势，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坚持每年组
织社会组织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

和党员进行学习培训，宣传我国扶
贫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准确解读
党和政府扶贫开发的决策部署、政
策举措。

我省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促进
社会组织在参与脱贫攻坚中的相互
学习交流。2018年底，省民政厅召
开省级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经验
交流会。会上，相关社会组织负责
人介绍了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的经
验。全省52家参与脱贫攻坚成绩突

出的社会组织，制作扶贫项目 300
多块展板，举办社会组织参与脱贫
攻坚成果展，展出反映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的先进人物、优秀项目、
成果数字的照片。

省民政厅还组织相关部门对
省本级社会组织的脱贫攻坚参与
情况进行摸底调查，搜集掌握社会
组织自 2016 年以来在脱贫攻坚工
作上的资金和物质投入、项目、惠
及村镇及人员等数据。对参与脱

贫攻坚成绩突出的社会组织给予
通报表扬，并在政府购买服务时给
予优先考虑。对扶贫类新成立的
社会组织给予优先审批，优先扶
持。

在推动社会组织承接社会公共
服务服务方面，我省组织社会组织
积极申报中央财政支持的社会组织
参与社会服务项目，获得30万元中
央财政资金，用于参与开展社会服
务示范项目。

我省民政系统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凝聚社会组织力量 助力决胜脱贫攻坚
部分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成绩单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

“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通过与中职院校
合作的方式，资助在校两年生活费，并通过助学
金、奖学金、研讨会、公益活动、靓志课程、助力计
划（即女童社团）、女童梦想基金、女童深造基金等
八位一体的模式为受助女孩提供多元化的教育支
持。该项目截至2019年，累计捐赠支出约2383万
元，共资助6554名贫困女孩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
连续六年申请执行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示

范项目和省民政厅购买服务项目，开展救助偏远地
区贫困疾病患者，目的是让他们病有所医。累计执
行项目资金近234万元，其中募集配套资金33.6万
元，直接救助近2000名贫困疾病患者，采用开展用
药指导和义诊咨询的方式间接帮助患者7600人。

■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
希望工程振兴乡村教育计划让贫困地区的孩

子共享优质教育。海南青基会联合海南省乡村教
育发展促进会推出“支教大本营”、公益课堂等项
目，目前已累计委派志愿者支教老师180多人，支
持帮扶乡村学校55所，直接受益学生超过1万人。

■海南省安徽商会
围绕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贫和医疗

帮扶等方面，海南省安徽商会牵头成立了由海南
12家皖系商协会共同参与的扶贫工作联合小组，
积极配合儋州市、镇、村各级领导开展工作。连续
三年的时间里，先后30余次深入贫困村开展扶贫
工作，并多次邀请农业、旅游、策划等方面的专家
考察走访，了解该村扶贫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整
合资源，出谋献策，制定规划，集中优势资源，实施
了多个精准扶贫帮扶项目，共投入各方面扶贫资
金约1300万元，带动全村201户829人脱贫增收。

■海南省惠农慈善基金会
积极围绕精准扶贫，开展了产业扶贫、文化

扶贫、消费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一系列公
益项目，连续3年累计扶贫支出1450.14万元，通
过“造血式”产业扶贫，构建可持续扶贫长效机制
的有效路径，由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脱贫摘帽，带
领贫困户走上致富路，脱贫不返贫。

在我省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有一支
力量不容忽视——
分布在各个领域的
社会组织。近年来，
全省民政系统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
初步建立了部署周
密、机制健全、运转
有效的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工作格
局。各社会组织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上
下通联，投身于脱贫
攻坚，从帮助贫困人
口解决最直接、最现
实、最紧迫的问题入
手，积极参与了优势
产业、大病防治、支
持贫困农村教育等
方面的帮扶，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底，我省共有129家
社会组织以不同形
式参与脱贫攻坚，参
与项目约239个，累
计投入资金约 1.88
亿元，受益人数达27
万人次。与2018年
相比，社会组织参与
数上升21.7%。

省民政厅积极采取行动，引导各
社会组织到对口帮扶的扶贫地区开
展形式多样的脱贫攻坚工作，一方面
积极引导具有较强能力的社会组织
参与本省脱贫攻坚工作，另一方面也
积极协调对接，为支持本省脱贫攻坚
工作的社会组织做好协调配合、提供
信息、加强沟通等工作。

我省以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
依托，为社会组织搭建参与脱贫攻
坚的服务平台。提供扶贫政策和信
息咨询，汇集关于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政策规定编制成小册子供
社会组织学习使用。转发关于对贫
困捐赠等给予税收优惠的通知，号
召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工
作。公示《海南省深度贫困村名
单》，结合省扶贫办对150多个贫困
村原因分析，根据致贫原因进行分
类梳理，通过微信、微博和官网向社
会组织传送，为社会组织选择扶贫
对象提供方便。省孵化基地的所有
会议室、视频播放系统等供社会组
织免费使用。

为社会组织提供扶贫资源对
接。省民政厅发挥中介作用，帮助社
会组织与扶贫对象实现对接。组织
和见证了慈航基金会与爱尔眼科的

“光明行”项目和成美慈善基金会与
扶贫对象的签约仪式。

为社会组织提供宣传交流平台，
省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在官微推送《勇
担重任，携手共建美好新海南》文章，
宣传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事迹
和贡献。孵化基地通过官网、官微、
微博等自媒体渠道，引介外省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的优秀做法，分别就
教育扶贫、医疗扶贫、文化扶贫、产业
扶贫等方面进行经验介绍，指导我省
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优势。

此外，省民政厅还引入中国善网
—慈善超市合作资源，帮助海南优特
农产品外销，助力精准扶贫。同时引
入益宝公益保障计划，为海南省贫困
儿童提供意外保险，降低贫困家庭致
贫或返贫的可能性。

这些举措都极大激发了社会组
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动力。

近年来，我省各类社会组织一直
积极参与国家的扶贫攻坚工作，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有力地推动了扶贫攻
坚工作的开展。省民政厅注重引导
社会组织打造扶贫品牌项目，涌现了
一批先进社会组织和明星项目。

省残疾人基金会在参与残疾人
脱贫攻坚工作中，强化责任担当，开
展贫困残疾人创业就业项目。2016
年以来，培育了残疾人就业一条街、

爱心服装厂、爱心养生等40多个残
疾人创业就业基地，培训贫困残疾人
3096人次，扶持50多名残疾人成为
致富能手，辐射带动4000多名困难
残疾人及残疾人亲属实现就业，受到
了广泛称赞，他们开展的“一元钱助
残活动”得到了省内外，甚至国外慈
善机构的支持和响应。

海南青少年希望基金会针对教
育不发达严重影响脱贫的实际，推

出了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项目，该项目成为我省
知名的助学公益品牌。海南是全国
希望工程机构中最早开展资助贫困
大学生的省份，项目开展17年来，累
计筹集善款 2.54 亿元，资助 49956
名学生顺利进入大学；从2008年至
今连续12年筹款超过1千万元，从
2011年开始连续9年筹款额和资助
学生人数在全国希望工程实施机构

位列前茅。
为了实现更多少数民族地区贫

困女孩的上学梦，海南成美慈善基金
会发起“情暖少数民族女孩”项目，长
期资助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女孩在校
的生活费、奖学金，开设社会融入教
育、职业教育及社团实践课程，惠及
11个省份的少数民族女孩。该项目
获得中华慈善奖。

（策划/刘超 撰文/刘超 刘小勇）

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服务保障

打造品牌项目发挥影响带动作用

链接

贵州安顺通报
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

新华社贵阳7月12日电 （记者李黔渝 罗
羽）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12日通报安顺市西秀区
公交车坠湖事件调查结果。经查，犯罪嫌疑人系
该公交车驾驶员张某钢，因生活不如意和对拆除
其承租公房不满，为制造影响，针对不特定人群实
施危害公共安全个人极端犯罪，造成21人死亡，
15人受伤，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2020年7月7日12时12分，一辆号牌为贵
G02086D的安顺市2路公交汽车，在行驶至西秀
区虹山水库大坝时，突然转向加速，横穿对向车
道，撞毁护栏冲入水库。经全力搜救，共搜救出
37人，其中20人当场死亡，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15人受伤，1人未受伤。

犯罪嫌疑人张某钢，男，52岁，安顺市西秀区
人，离异。案发当日上午9时4分，张某钢在住处
附近烟酒店买了白酒和饮料。10时55分，张某
钢与对班驾驶员在安顺客运东站完成交接班。
12时9分，张某钢趁乘客到站上下车时，饮用了
饮料瓶中的白酒。12时12分，张某钢驾驶公交
车行驶至西秀区虹山水库大坝时，先是降低车速，
躲避来往车辆，后突然转向加速，横穿5个车道，
撞毁护栏，冲入水库。

据安顺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对于网
传张某钢“房屋被拆除”一事，贵州省和安顺市相
关部门迅速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

经查，张某钢到西秀区柴油机厂（后更名为西
秀区酿造机械厂）参加工作时，厂方提供一套自管公
房供其居住，其产权属单位所有。2020年6月8日，
张某钢与西秀区住建局签订了《自管公房搬迁补助
协议》，协议补偿72542.94元，未领取。张某钢还申
请了一套公租房，未获得。7月7日上午8时30分
许，张某钢来到他所承租的公房处，看到该公房将被
拆除。8时38分，张某钢拨打政务服务热线，对申请
公租房未获得且所承租公房被拆除表示不满。

调查组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房屋拆除和接访接
诉过程中如有违法违纪行为，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