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归队”
各地全力以“复”

3 月 24 日， 湖北省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告，武汉市根据疫情风险等级评估情
况，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采取
差异化策略，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一
座英雄城市正在有序重启。湖北成功
归队，全国各地复工复产也在全力推
进，并取得积极成效。

服装批发市场直播卖货
这是门好生意吗

目前， 服装批发市场已陆续复
工，但与疫情前相比，线下客流仍未
恢复。 商户纷纷瞄准线上，开启直播
卖货。电商平台也伸出援手助力商家
解困。那么，对于服装批发市场来说，
线上销售是门好生意吗？

放弃前置仓
盒马双线并举加速扩张

对于大多数零售企业而言，新冠
肺炎疫情给实体门店带来了巨大打
击，不少企业已经推迟或收缩了今年
的扩张计划。 然而，盒马却反其道而
行之， 准备今年加速开店。 3 月 19
日，阿里巴巴盒马事业群总裁侯毅宣
布了盒马的“双 100战略”：今年盒马
鲜生和盒马 mini 各开店 100 家。

疫情恐慌刺激
沃尔玛们“因祸得福”？

疫情之下，大多数零售商不得不
暂时关闭了实体店。 在这种形势下，
人们认为电商是疫情中零售市场的
最大受益者是情理之中的；但出乎人
们意料的是，美国的零售业却并不是
这样。 在美国，作为传统零售商的沃
尔玛和塔吉特，疫情期间的业绩仍然
良好。

吴学安

近日，司法部发布第一批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公共法律服务典型案例，涉
及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公证、法律援助、司
法鉴定和仲裁工作五个领域，具体包括农
民工法律援助，公证、“互联网+仲裁”助力
中小微企业融资，司法鉴定护航打击贩卖
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为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提供核酸检测服务等
内容，为广大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者进一步
开展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疫情防控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战“疫”期间需要做
好的一道“必答题”。虽然疫情给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引发了一系
列法律问题， 但人民群众依然能通过电
话、微信群、法律服务网获取及时、权威的
解答。这得益于不少法律服务平台围绕疫
情防控期间居民公共法律服务需求，迅速
调整服务思维，创新服务渠道，及时高效
地回应好人民群众的法律关切的举措。

近年来，我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实体、热线三大
平台融合发展模式已经形成，法律服务通
过“指尖”向乡镇“末梢”延伸。加快公共服
务法律体系建设，无疑是法治进程中的一
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服务性和
保障性工作，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
部分。

公共法律服务不仅是政府公共职能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举措。 强化疫情防控公共法律服务，
要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导向， 提供更精
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一方面，要积极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
传， 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人
民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在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时，同步进行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解
读；另一方面，疫情时期劳动劳务、房屋租
赁和合同履行等法律咨询和服务需求明
显增加，这些都是疫情期间法律服务需要
加强的重要方面。这需要组织法律服务人
员，依托各种平台载体，就疫情防控有关
热点难点问题提供公益法律服务，为困难
群众提供法律援助。

法治是社会治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
志。 加快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将法
治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的重要举措，满足人
民群众的多元化多样化法律服务需求。既
要考虑到公共法律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又能从不同领域的多样化法律服务需
求出发，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多元化专业化
的改革，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当然，完善的公共法律服务制度体系
不能仅依靠某个部门孤军奋战，而是需要
相关领域联手，统筹引领推进，发动各级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政法机关、律师协会、
其他行业协会、法律高校、法律科技企业
等多方协同作战、共克时艰。 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更实更细的举措，促进基本公共法
律服务均衡发展的实现，让公共法律服务
成为群众的基础法治保障，让法治之光照
亮广袤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受疫情影响，自贸试验区
面临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为
保证疫情防控期间招商引资
不按暂停键，各自贸试验区探
索各种方式，保障招商引资不
松劲。 从前两个月的数据来
看，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表现
不俗。 其中，上海、广东自贸试
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 13%
和 12.8%。

� � � �伴随着天气回暖，各地在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抢抓农时推进花卉产业发展，不少花卉生产基地逐渐恢复营业开门迎客，一盆
盆花卉将春意带给千家万户。 图为山东省东营市东城街道某农业生产基地工人在抓紧管护花卉。 CNSPHOTO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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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助推复工复产 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开放创新不停步 自贸区“加速跑”
� �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自贸试
验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继续推
进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疫情期间，各自贸
试验区坚持引资开放不放松， 在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同
时，按下发展加速键。

招商引资不松劲

尽管受疫情影响， 自贸试验区面临许
多新变化和新挑战， 但为保证疫情防控期
间招商引资不按暂停键， 各自贸试验区探
索各种方式，保障招商引资不松劲。

从前两个月的数据看， 自贸试验区吸
收外资表现不俗。 其中，上海、广东自贸试
验区吸收外资分别增长 13%和 12.8%，海
南、福建、浙江自贸试验区吸收外资增速更
是分别高达 230.2%、149.5%和 140%。

据了解，“云签约”项目成为重要抓手。
陕西自贸试验区推进“不拉手”线上签约，
疫情发生以来，以线上云端模式落户了 16
个项目；上海自贸试验区 2 月 25 日组织一
批外资重点项目集体进行了“云签约”，涉
及供应链管理、医疗器械、智能制造、资产
管理等 21 个项目， 总投资额超过 17 亿美
元；江苏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积极探索“线
上+线下”路演模式，不断完善云端智慧招
商平台，自 2月 15日以来举行两次线上签
约活动，共签约 10 个项目，总投资 168 亿
元， 包括总投资 1亿美元的一个中国总部
项目。

“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也是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阵地。”商
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副司长袁园表
示，目前，自贸试验区外资项目顺利落地，
外向型优势进一步凸显。

开放政策加快落实

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

“试验田”“排头兵”， 自贸试验区继续加快
推动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加快落实改
革开放政策。

3 月 13 日，江苏海事局与南京市江北
新区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提出在江苏自
贸试验区探索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争
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批准设立“江苏南京”
船籍港，放开船舶所有人注册资本限制。

“开放国际船舶登记业务，设立‘江苏
南京’船籍港，对于江苏自贸试验区以及南
京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建设有着重要意
义。 ”江苏海事局二级巡视员葛同林表示，
落实开放国际船舶登记业务后， 在自贸试
验区内， 船企将不受船舶所有人注册资本
中中资不得低于 50%的限制。

此外，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在金融改
革开放政策方面也在“先行先试”。 今年 2
月 23日，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在海南
三亚设立。 海南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采用
认缴制，首期 30亿元。 后续根据实际情况
引入其他出资人，目标规模为 100亿元。基
金通过投资其他基金或项目进行放大，撬
动社会资本， 形成不低于 500 亿元基金投
资规模。 该基金资金既用于海南省范围内
的项目直投，也可用于对子基金出资。

海南三亚市委书记童道驰表示， 三亚
大力发展消费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

科技金融， 新设立的自贸区开放发展基金
将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环保产业发
展、小微企业服务、科技城建设等方面大有
作为。

多措并举助复工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除湖北外，17
个自贸试验区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约
90%，55 个片区中有 20 多个片区规模以上
企业复工率达到或接近 100%。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山东、福建、黑龙
江、海南、浙江、陕西、广东、江苏等多个自
贸试验区从税收优惠、 金融扶持、 租金减
免、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物流、通关乃至
防护物资供应等方面出台政策组合拳，解
决企业复工复产遇到的困难。

如为解决员工返程难， 福建自贸试验
区福州片区用“返岗人员接送专车”远赴多
省接回员工，并组建医疗队伍，对外省复工
员工进行病毒核酸检测，确保安全开工；为
解决员工短缺， 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高新
综合保税区联合人力资源部门，采用“云招
工”方式，积极推广线上招聘和远程面试；
为解决资金困难， 多个自贸试验区银行等
金融机构强化信贷支持力度。 福建自贸试
验区福州片区为帮助无纺布原材料聚丙烯
生产企业迅速扩大产能，协调银行“急事急
办”，在一天内完成 1 亿元贷款审批。

“目前多数自贸试验区企业在复工上
困难已不大， 但因近期海外疫情蔓延导致
订单下降，一些企业在复产上遇到困难。此
外海外疫情蔓延也加剧了国际物流和国际
业务拓展等困难， 影响自贸试验区企业的
复工复产。”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自贸区
研究院副院长肖本华表示， 自贸试验区加
快复工复产一方面直接有利于我国稳外贸
稳外资， 另一方面也可以向国际传递中国
有序复工复产的信号， 提高外资对中国经
济的信心。 （邱海峰 刘萌）

精准公共法律服务
做好战“疫”必答题

“美丽经济”迎春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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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帮扶举措 央企发起扶贫“总攻”

来自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中央企业定点扶贫的 246 个
贫困县中，有 219 个已宣布脱贫摘帽或正在检查验收，约占中央企业定点扶贫
县数量的 90%。 据了解，央企统筹推进脱贫攻坚，对定点扶贫县继续加大投入，
持续利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基金扶贫等多种形式助力脱贫攻坚。（详见 2 版）

2.5 天周末来了 能全面推开吗

实行四天半工作制的提议由来已久，但真正的践行者并不多见。 近日，
浙江印发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提振消费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实
施意见》，鼓励实施一周 4.5 天弹性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甘肃、江西两地也
出台了类似文件。 四天半工作制真的离我们不远了？ （详见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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