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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导致中小企业延迟复工，从而造成产

品交付延期或订单取消，让众多中小企

业面临巨大经营压力。

为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近日，从

中央到地方，相关部门纷纷出台一系列

有力措施，力促中小企业在疫情面前不

掉队、不后退、不倒闭，逆势发展。

中央出台多项举措
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中央出

台了一系列政策。1 月 26 日，中国银保

监会发布《关于加强银行业保险业金融

服务 配合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提出对于受疫

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

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

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

贷、压贷。鼓励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

完善续贷政策安排、增加信用贷款和中

长期贷款等方式，支持相关企业战胜疫

情灾害影响。

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

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

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

通知》，包括五大部分、共 30条措施。《通

知》考虑市场企业所需，对已发生金融借

贷的企业分类处置，为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

金融服务，提出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

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

等行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影响

暂遇困难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不得

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

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

或续贷。《通知》还提出，要加大对疫情防

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开发

性、政策性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等举

措，加强制造业、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等

重点领域信贷支持。

2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持金

融强化服务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重点从对疫

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

息支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个人和企

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优

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

等方面强化金融服务对中小企业的支

持力度。

2 月 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

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帮助中小

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有关工作的通

知》，提出全力保障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金

融扶持、创新支持、公共服务等措施，帮

助中小企业坚定信心，强化措施，实现有

序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金融机构纷纷响应
加强中小企业信贷支持

在中央相关部门发布多项强化金融

服务，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的措施后，银行业积极响应，提供

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助力受疫情影

响的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

1月28日，中国招商银行发布了《关

于加大疫情防控金融支持的公告》，提出

将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金融支持力度，

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强化疫情防控

金融支持。其中，对于受疫情影响而造

成阶段性还款困难的企业，将采取一户

一策，通过贷款主动展期、减免罚息、征

信保护等多种措施，支持相关企业战胜

疫情灾害影响，与企业共渡难关。

中国建设银行公布了 10条举措，全

力支持疫情防控。并提出，对于疫情影

响正常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企业，根据

实际情况，通过信贷重组、减免逾期利息

等方式予以全力支持。

2月 3日，交通银行推出 26条措施，

提出加强与疫情防控相关领域小微企

业、链属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接，以快速

审批、简化流程、利率优惠等方式落实定

制化服务。对于受疫情影响经营遇到暂

时困难的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根据实际

情况，通过变更还款安排及付息周期、延

长还款期限、无还本续贷、信贷重组等方

式支持企业正常运营。

此外，多家银行也推出专项方案，对

疫情防控相关行业贷款，执行最优惠利

率。例如，交通银行提出保障疫情防控

相关企业信贷资源供应，执行优惠利率

和费用减免。相应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的经营性贷款，在现行基础上利率下

调0.5个百分点。

为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湖北辖内小

微企业的影响，增强小微企业活力，中国

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信银行武汉

分行、渤海银行等也出台了针对湖北省

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性贷款，

在现行基础上利率下调 0.5个百分点等

措施。

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
支持中小企业渡难关

中小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在当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冲击下，为帮助中小企业缓解

经营压力，继2月2日苏州市政府发布苏

“惠”十条后，北京、上海、重庆、山东、海

南、黑龙江、山西、辽宁、湖北等纷纷发布

相关政策，主要包括减免中小企业房租、

税费、返还失业保险费、延迟缴纳社会保

险费等方面，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其中，北京市先后在 2 月 3 日、5 日

发布两份文件，均涉及缓解企业负担的

内容。2月3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

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阻击战若干措施》提出，延迟缴纳社会保

险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按规定给予失

业保险费返还，鼓励大型商务楼宇、商

场、市场运营方对中小微租户适度减免

疫情期间的租金，各区对采取减免租金

措施的租赁企业可给予适度财政补贴等

措施。2 月 5 日出台的 16 条具体措施，

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减

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从

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等方面措施，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

定发展。

在 2月 3日举行的上海市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表示，将实

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推迟调整社

保缴费基数、可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实

施培训费补贴政策等四项举措努力保障

本市企业正常经营秩序，为企业减轻负

担。

2 月 4 日，山东省发布《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涵盖了强化

金融支持、减轻税费负担、降低运营成

本、加大稳岗力度等 4个方面共 20条举

措。重庆市发布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

难关的二十条政策措施》，出台 20条“硬

核”举措，旨在通过进一步优化政务服

务、减轻企业负担、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

2 月 5 日，海南省发布《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

渡难关的八条措施》，从稳定企业用工、

降低运营成本、减轻税费负担、强化金融

支持等 4 个方面措施，支持中小企业渡

过难关。黑龙江省印发《关于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的政策意见》，出台税收减免、

返还社保费等 14 条措施支持中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四川省发布《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缓解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的政策措施》，从加大减负、金

融、财税、稳岗支持力度等四大方面提出

13条政策措施，切实缓解中小企业生产

经营困难。

2 月 6 日，山西省出台《应对疫情支

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共

10条措施，涉及金融支持、租金减免、税

费减免缓缴、社保支持、账款清欠、服务

保障等方面，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辽宁省发布《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若干政

策措施》，涉及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缓缴社会保险费、减免中小企

业税费、纾缓企业用能成本压力、减免中

小企业房租、开辟疫情防控领域企业信

用修复绿色通道等方面。

2 月 8 日，湖北省发布《应对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

关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从减轻企业负

担、强化金融支持、加大财税支持、加大

稳岗支持等四个方面出台 18项措施，支

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共渡难关。

此外，宁波、珠海、青岛、合肥、湘潭、

保定等城市也相继出台了支持中小企业

的政策。从中央、金融机构到地方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有力措施，为中小企业“雪

中送炭”，将助力中小企业在疫情中渡过

难关。

从中央到地方 政策助力中小企业渡难关

对战新冠病毒，多种药物和疗法正在临床发挥效力

▶ 本报记者 刘琴报道

▲▲ 上接1版

1月 5日，经过严格筛选，化合物首次走出模

型，在“战场”上与病毒“硬碰硬”。中国科学院武

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实战”模拟工作：足够纯度

和滴度的病毒、能够展现细胞“受损”和“缓解”的

适宜细胞系……经过夜以继日、紧张重复的实

验、观察，数据显示法匹拉韦、磷酸氯喹、伦地西

韦等多个化合物在体外能够有效抑制新型冠状

病毒。

有效药走进临床，阶段效果渐显

响应党中央再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

劲的关键阶段，要提高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救治

水平，集中优势医疗资源和技术力量救治患者，

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诊疗方案，加大药物和

疫苗科研攻关力度。

磷酸氯喹的临床试验在中国多地开展，它是

治疗疟疾的老药，尽管目前它的抗病毒机理还没

有阐述得特别清楚，但越来越多的患者因为它走

出医院。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体外实验显示磷酸氯

喹对新冠病毒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和安全性。

科研攻关组组织北京佑安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开展了19例患者的磷酸氯喹治疗试验，

所有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或好转，17例患者核酸检

测转阴，并有 2人出院、1人达到解除隔离和出院

标准。基于良好的治疗效果，科研攻关组将推动

北京、广东（已入组76例）等地进一步扩大磷酸氯

喹临床试验病例。

广州再生医学与健康广东省实验室研究员

裴端卿介绍，基于这些结果，他们即将在疫情比

较严重的湖北省荆州市启动更大规模的临床试

验。

“法匹拉韦之前是一个抗流感药物，我们在

塞拉利昂做过治疗埃博拉出血热的临床试验，它

展现出很好的效果。”钟武说，法匹拉韦是上市药

物，兼顾了安全性、有效性、质量保障以及可及

性。

据团队负责人介绍，科研攻关组组织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了临床研究，入组 26例，其中

普通型 25 例，重型/危重型 1 例。目前看法匹拉

韦尚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患者依从性好；对发

热患者退热作用较好，服药后两天内退热率达

72%；3天内肺部影像学好转率38%，6天内肺部影

像学好转率 70%。基于上述良好治疗效果，科研

攻关组拟向医疗救治组报送临床试验结果。

另一种还未上市的新药伦地西韦在体外细

胞实验中显示了很好的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能

力，在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

支持下，抗病毒药物伦地西韦已完成临床试验的

注册审批工作。

2月 5日，中日友好医院的王辰院士、曹彬教

授团队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将 761例患者入组，

其中轻、中症患者 308例，重症患者 453例。曹彬

表示，这项研究将严格执行随机双盲试验，以评

价伦地西韦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疗效和安全

性。

3种疗法“晒”出临床试验效果

重症出重拳。随着生物医疗技术的进步，科

研团队不断探索全新的治疗方法，针对重症和危

重症患者寻找有效治疗方案。

细胞治疗技术近年来突飞猛进，我国在该领

域处于国际领跑地位。科研团队正在探索通过

干细胞治疗技术提供更前沿、更有效的应对方

案。2 月 1 日，科技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

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的专家进行了专题座谈。学

科带头人周琪院士介绍，CAStem 新型细胞药物

前期在治疗严重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的动物实验中，小鼠的生存率明显提高。经伦理

委员会批准，正在进行临床观察和评价。

据介绍，干细胞科技攻关组已组织佑安医院

开展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创新研究院研发

的人胚胎干细胞来源干细胞（CAStem）临床试

验，初步显示安全有效。目前一例重症患者进行

干细胞治疗后，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核酸反应已

达到出院标准。

“对于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我觉得干细胞治

疗能够发挥一些作用。”项目负责人介绍，从影像

显示能看到改变很显著，肺部的炎症被吸收，呼

吸症状的体征，包括呼吸系统的指标改善也是很

明显的。目前，干细胞治疗的一系列流程已经制

定出来，如果一切顺利，研究团队力争在 10天之

内完成一期临床试验。

解放军总医院第5医学中心王福生院士团队

联合包括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天津市海河医院等

单位在开展一项名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2019年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的临床研究，招募 20名患者测试间充质干细

胞的治疗方案。

据了解，还有其他单位科技攻关团队开展干

细胞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的治疗，主

要通过抑制免疫系统过度激活、控制肺部急性炎

症反应、减少肺纤维化的发生以及促进内源性修

复等机制来发挥作用，对于缓解呼吸窘迫症状、

抑制肺部急性炎症进展将由积极效果，与其他治

疗技术或药物协同，有望为重症患者“力挽狂

澜”。

以中医药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在防治新

冠肺炎中也正在取得疗效，以“辨证施治”为原则

的中西医结合疗法对轻重症患者诊疗方案不

同。中央指导组专家张伯礼院士表示，对于轻症

的，中医应该发挥作用，重症的肯定要采用呼吸

支持治疗，西医、中医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

2 月 3 日，在科技部大力支持下紧急立项的

“国家科技应急攻关项目——中西医结合防治新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临床研究”正式启动。2
月 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中医医

院首批共计 23名患者经中西医结合治疗后治愈

出院，近日还将有一批患者痊愈出院。这批出院

病人以轻症为主，有2例重症，他们均全程采用了

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而取得成效。科

技应急攻关项目还支持黄璐琦院士团队对 34例

患者开展中药治疗，8例已痊愈出院。

此外，在缺乏疫苗和有效药的前提下，康复

患者的血浆是临床特异性治疗最可及的资源。1
月 31日，科技部下发了《关于请协助采集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康复者血液样本的函》。在抗疫一线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研究员陈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应当从立法

层面要求康复者在知情同意、符合伦理、身体情

况允许的前提下捐献宝贵的血浆，用于他人的急

救。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表示，恢复期病

人体内是有抗体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捐献血浆

用于拯救危重病人，这一方法在诊疗指南第五版

里都有推荐。呼吁恢复期病人能够伸出自己的

胳膊，帮助一下危重的病人。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有限公司抗新冠病毒特异性灭活治疗用血浆研

发进展顺利，已在武汉协和、金银潭等医院等开

展 11例重症患者的治疗，无明显不良反应，第一

例病人经 3天治疗后病情有明显好转，将加快入

组更多病例临床应用；目前血浆灭菌设备已协调

解决，为扩大特免血浆制备能力提供了设备保

障。

据了解，在SARS时期，恢复期患者血浆治疗

方法对高危暴露人群产生了重要的保护作用。

目前，武汉已设立了3个采集点，分批采集恢

复期患者的血浆。

以安全有效为前提，治疗药物审批和生产已

提上日程

临床试验有效的药物，最终都要落实到上市

和生产上，生产能力充沛，将很快缓解疫情带来

的问题。

“目前的联防联控机制下，形成了产学研攻

关的大联合局面，不仅科研一线与临床一线无缝

衔接，科技部、卫健委、药监局等联研联审机制也

持续开展，审评审批和生产环节在临床试验推进

的同时也在并行推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

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一旦药品表现相对成熟，我

们就组织强有力的力量来提前介入。”

据介绍，评审部门已经开展了早期介入工

作，对研发、试验的各个环节给予建议和指导。

例如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技术标准部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审评中心等，各个环节

的专家组织攻关联合会议制度，对重点研发的有

效药、治疗方法等实现随时跟进和服务指导，使

整个研发过程不走弯路，科研数据符合数据的标

准，这将大大提高未来的审评审批效率。

“在突发疫情期间，相关部门的提前介入最

大限度地保障了效率和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

大大缩减综合评估时间。”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至于审批上市后的生产方面，我国是原料药生产

大国，各相关部门已经做好准备，在产量方面有

足够的储备。

随着针对轻、重症患者展现疗效的治疗药物

和疗法的逐步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有效临床方

案变得清晰而丰富，降低死亡率、提高治愈率正

在从统计数字中清晰呈现。科技攻关的多项进

展表明，我们完全能够战胜疫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