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生旗下子公司廣州倍繡強生旗下子公司廣州倍繡
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技術員在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技術員在
車間調配藥劑車間調配藥劑。。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廣州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最為密集的

區域之一，新冠肺炎疫情對企業帶來的影響備受關注。記者

昨日走訪發現，該區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復工率明顯高於其

他類型企業，截至目前，全區500強工業投資企業已復工86

家，佔全部97家的90%。寶潔、強生、拜耳等大型跨國公

司表示，疫情短期內對企業完全復工和產能造成一定衝擊，

但中國政府採取強力措施防控措施，疫情過後，全年生

產目標大概率能夠完率能夠完成。同時，疫情不會降

低

對中國

市場的信心，未來依然持續看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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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穗世界500強企90%復工
疫情全年影響料有限 對中國市場仍看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樹勇昆明報道）
目前雖仍處疫情防控關鍵期，雲南省內旅
遊活動全面停止，但該省已謀劃疫情之後
促進旅遊業迅速回暖的辦法和措施。雲南
近日出台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穩定經濟運行
22條措施的意見，其中包括促進旅遊業迅
速回暖，82家4A級以上景區門票全年減半
優惠。
《意見》提出，雲南將針對國內東南沿

海、境外歐美地區等重點地區遊客，加大
雲南旅遊宣傳營銷力度；促進「食、住、
行、遊、購、娛」等傳統業態優化升級。

資金補助吸客達標旅企
同時推出門票優惠政策吸引遊客，規定

雲南省內實行政府指導價的4A級以上景
區，2020年門票價格一律優惠50%；並在
疫情結束後的一年內，對吸引遊客人數達
到一定規模的旅行社，以及2019、2020年
度成功創建國家4A級以上旅遊景區、五星
級旅遊飯店、五星級旅遊營地的企業，給
予適當資金補助或獎勵。推出上述措施的
目的，是促進疫情之後雲南旅遊業迅速回
暖。
記者梳理發現，截至2019年10月，雲

南共有昆明石林風景區、麗江玉龍雪山景
區等8家5A級景區，以及雲南民族村等74
家4A級旅遊景區。

雲南景區門票半價振興旅業

■■麗江古城景區麗江古城景區。。
丁樹勇丁樹勇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今年在疫情
中迎來最冷清的一個情人節，不預定酒店，沒有燭光
晚餐，就連購買玫瑰花者都寥寥無幾。記者從一些尚
在營業的花店了解到，春節至今鮮花銷售額基本掛
零，每支玫瑰花價格只售5元（人民幣，下同），為
去年同期三分之一，但仍無人問津。酒店、餐飲行業
亦慘淡。
「店裡粉玫瑰10支50元；紅玫瑰10支68元，不過
有人真心要也可以算50元。」記者昨日通過電話詢問
了一家在網絡平台銷售鮮花的花商，店家告訴記者，
去年情人節最便宜的玫瑰都要15元一支，包裝好看的
要20元，今年售價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

玫瑰花跌價7成仍無人問津
即使價格已跌落谷底，情人節當天玫瑰花依然無人
問津。店家表示，因為物流配送、社區封閉管理等，
即使在網上訂花送花也耗費時間長，取花不便，14日

截至下午17點，店裡玫瑰花訂單掛零。「以前的情人
節，光是玫瑰花就賣到手軟，現在哪有人買哦，就中
午有一單康乃馨的訂單，30元20支的特價商品。總體
看店裡銷量比同期跌了99%。」
酒店、餐飲等也同樣冷清。一家位於浦東陸家嘴的

五星級豪華酒店電話接線人員告訴記者，今年情人節酒
店客房房源充裕，部分房型還在折扣促銷。據了解，往
年情人節都是提前一周各個房型都被預訂一空，而情人
節當晚房價有30%至50%的浮動，今年則降價了還賣
不出去。

酒店餐廳折扣促銷依然冷清
餐廳的日子同樣難熬，尚在營業的先要保障安全和

健康，提供店員口罩、護目鏡，對進店者測體溫、供
應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等，「租金、店員工資已經負
擔很大，現在還要額外提供防護用品。」有餐飲經營
者表示，今年情人節開店營業，虧本虧大了。

恒隆撥款購防疫食品包派基層

廣州倍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是美
國強生集團旗下全資子公司，

也是強生在內地唯一投資的生物醫
藥企業。公司總經理黃莉莎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疫情發生後，公司
與政府部門密切溝通，結合強生全
球健康與安全標準制定了13項針對
疫情的特別措施。在此基礎上，公
司2月10日正式復工，「包括公司
員工和長期駐廠的服務商共有172
人，除了9人因交通管制尚未復工
（6人為湖北籍），其餘都已返回公
司，可復工的比例達到95%。」

強生：疫情後需求料急彈
該公司主打產品豬源纖維蛋白黏
合劑為全球首創創新藥，主要用於
臨床外科止血，可廣泛應用於各種
手術創面和腔鏡手術。
黃莉莎指，目前中國舉國抗疫，
手術類醫療工作受到一定影響，但
這種需求只是被壓制，疫情結束後
需求會大幅反彈。「所以我們還是
沒有因疫情而停工，正常生產，為
今後的市場需求儲備藥物。」她對
於今年全年目標仍樂觀，「這些年
我們每年在中國市場的銷售都有兩
位數增長，今年仍將保持。」
廣州斯坦雷電氣有限公司是日本

斯坦雷株式會社在中國最大的子公
司，有員工1,100多人，汽車車燈是
其主要產品。該公司副總經理中村
正己表示，預計下周一8成以上的員
工將到崗。目前公司正加緊此前的
出口訂單產品生產，如果疫情沒有
惡化，預計3月份可全線開工。

斯坦雷：下月可全線開工
「今年1月份的生產和訂單沒有
受到任何影響，目前主要是2月份
受到衝擊。如果疫情在3月份左右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控制，對公司的
影響就不會很大。」中村正己說。

拜耳：年產目標料能實現
拜耳處方藥廣州供應中心是德

國拜耳集團在廣州的工廠，主要
生產廣譜抗生素、造影劑以及罕
見病肺動脈高壓用藥等。廣州公司
只有員工136人，公司年產值卻高
達40多億元人民幣。廣州公司高
級廠長謝亞濤表示，公司根據市場
可調劑產能，比如當前疫情防控階
段，對前方急需的抗生素和CT造
影劑全力促進生產。他表示，中
國對疫情防控取得了積極效果，
只要疫情掌控，公司全年生產目
標能夠實現。

■廣東新政將惠及50多萬家中小企業。圖
為春節後，廣東一家企業復工生產。

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為協助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中小企
業，經廣東省政府同意，廣東省金融局、
省工信廳、人行廣州分行、廣東銀保監
局、廣東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中小

企業金融服務支持疫情防控促進經濟平穩
發展的意見》，這是防疫期間全國首個省
級支持中小企業金融專項文件。廣東省金
融局局長何曉軍表示，系列政策及相關平
台將惠及大量中小企業，預計全年可以服
務中小企業達到50萬家。

下調貸款利率 減免手續費等
《意見》鼓勵全省小額貸款公司能夠主

動下調貸款利率、減免手續費用、延期或
展期1-3個月、免除罰息1-3個月、完善續
貸安排、增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等，
得到行業積極響應。何曉軍表示，多個小
額貸款公司還進一步提出，在疫情防控和
企業復產復工期間，願意主動對接相關企
業，並將直貸和再貸業務的年化綜合實際
利率下調5%至10%。《意見》還適度放寬
優秀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槓桿，提出免收再

擔保費、降低政府性擔保收費等等支持措
施。

允高成長板企掛牌後補資料
這次《意見》明確支持廣東股權交易中

心為受疫情影響較大企業提供中長期、低
息的「四板市場可轉債」發行服務，並減
免相關企業備案、登記、結算等服務費
用；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高成長板」企
業開闢綠色審批渠道，允許「先掛牌後補
資料」，並減免初次掛牌費、三年年費及
相關機構服務費用。
何曉軍稱，受影響的中小企業和個體工

商戶，可以直接聯繫廣東省粵科科技小額
貸款公司、廣州立根小額再貸款公司、廣
東股權交易中心以及省內其它地方金融企
業，這些企業將嚴格按照《意見》中明確
的措施要求給予金融政策優惠。

粵推金融專項政策撐中小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梁悅琴）恒隆地產早前撥款1,000
萬元人民幣成立「恒隆抗疫基
金」，支援香港及內地抗疫，鑑於
本港基層人士欠缺抗疫物資，昨撥
出首筆款項，購置2,000套防疫及食
品包（當中包括口罩、消毒用品、
米、食油及乾糧等），由香港基督
教女青年會透過轄下各中心派發予
屯門、元朗、北區、葵青、深水埗
等區內最有需要的長者及基層家
庭。

永義基金捐4.8萬個口罩
永義慈善基金會亦四出搜羅口

罩，首批4.8萬個口罩今日起於公
共屋邨日間長者中心免費派發。

官永義表示，基層長者面對口罩
供應緊絀，故基金會花了數星期
時間於各地尋找貨源，首批4.8萬
個口罩抵貨即安排於今天開始由
永義義工隊免費派發。

華僑永亨推樓按「不還本」
華僑永亨也為個人、中小企或

商業客戶的樓按提供延期供本安
排，最長6個月，延期供本並擴至
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及汽車貸款
客戶。同時為經該行成功投保香
港人壽任何保險計劃的新客戶提
供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及其他
保障，如客戶未能及時繳交到期
保費，可申請將寬限期延長至最
長90日。

渣打加碼助中小企客戶
另外，渣打亦加碼推出額外措

施協助本地企業，對商業及中小
企業銀行客戶於2月24日至3月31
日期間到期的合資格貿易融資貸
款，將延長貸款還款期30天，無
須任何申請手續，亦不設額外費
用或利息。

眾安國際設抗疫保障金
虛擬銀行ZA母公司眾安國際，

設立600萬元的抗疫保障金，為確
診新冠肺炎、已註冊為旗下ZA
Fam成員及符合一定條件的香港
患者，提供額外2萬元的緊急援
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疫情期間，各地紛紛推出幫助
企業復工復產的扶持措施，世界500強
跨國公司受益。對於中國政府採取的
相關措施，他們給予高度評價。

助解決防控物資 協調物流
廣州寶潔負責人介紹，該公司產品

同時供應內地和港澳，為確保公司正
常生產，廣州開發區不僅主動上門協
助解決口罩等防控物資，物流緊張
時，政府多部門也協調物流公司解
決。
廣州拜耳高級廠長謝亞濤說，「在

我們復工前幾天，廣州開發區當地政

府部門送來了3,000個口罩，解決了我
們的燃眉之急。」政府部門除了幫助
解決口罩、消毒液、手套等物資需
求，還組成工作組，多次赴廠協調解
決復產中遇到的各類問題。

搭建供求平台 減輕稅務負擔
原料供應對企業生產至關重要，廣

州倍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黃莉
莎表示，疫情之下，當地政府搭建了
一個上下游企業供求平台，讓企業可
以更好地對接需求。「廣州開發區推
出『暖企8條』中，政府還將為企業和
員工提供穩崗補助；而『稅務十條』
則為企業減輕了負擔。」

疫情打殘情人節市場

政府助解復工難題 外企點讚

■■寶潔公司加大日用品生產寶潔公司加大日用品生產，，
圖為生產車間圖為生產車間。。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廣州斯坦雷電氣有限公司廣州斯坦雷電氣有限公司
生產線已復工生產線已復工。。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在穗世界500強企談復工
■美國強生（廣州倍繡生物技術有限公
司）：
目前公司95%的員工已經到崗，正加快外
科手術藥品生產，為疫情結束後手術高峰
做儲備。

■德國拜耳（拜耳處方藥廣州供應中
心）：
已恢復6成產能，主要是針對性生產抗生
素和CT造影劑，解決疫情中醫療救治所
需。

■日本斯坦雷（廣州斯坦雷電氣有限公
司）：
預計下周一，8成員工將到崗。1月份生產
未受影響，2月份受到衝擊，計劃3月份全
線恢復產能。

■美國寶潔（廣州寶潔有限公司）：
大部分生產線已經恢復，生產內地和港澳
所需的日用品。

整理：敖敏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