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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6 月
份 ，我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回升至 50.2%，重返扩张区
间。

面对当前不少挑战，许多企业
坚持变中寻机、难中求进，研发创
新、保链稳链、获助解困……成为
一线企业发展的关键词。

加强研发，
强化产品竞争力

时至盛夏，浙江金澳兰机床有
限公司的研发车间里，研发团队正
抓紧调试新的链条生产机床，产品
预计 8月部署投产，有望把传统机
床冲压频率由每分钟 130 次提升
至 380次。公司董事长吕时广说，
新产品是专门针对下游企业的新
需求定向研发的，有望帮助企业提
升产能、抢占市场。

自主创新是企业爬坡过坎、发
展壮大的根本。当前，不少企业正
加大研发力度，针对市场需求不断
丰富产品类型，强化产品竞争力。

面对客户智能化改造意愿不
强、机器人购买需求减弱等市场变
化，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正加

紧为大型工业企业开发定制化机
器人，为特殊应用场景及工艺提供
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着力提升产
品易用性，开展运维人才培训等，
拓展业务增长点。

面对出口市场的挑战，惠达卫
浴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改进产品设
计，推出了一批引领潮流、附加值
高的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定制式产
品和服务，今年一季度出口额2.43
亿元，同比增长22%。

当前，行业发展已出现积极变
化。“工业企业复工达产加快推进，
5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 比 增 长 0.7% ，4 月 份 为 下 降
2.9%，增速回升明显。服务业生产
逐渐恢复，物流保通保畅成效日益
显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
人孟玮说。

“空档期也是提档升级的机遇
期，只有沉下来搞研发的企业才有
生命力，练好内功永远是企业应对
挑战的法宝。”吕时广说。

保链稳链，
应对外部压力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累计

产销量同比增幅分别达255.12%和
204.51%——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
的稳链“答卷”。

今年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一度面临挑战。“锂电核心原
材料的涨价和车规级芯片的短缺
不断向产业链各环节传导，给汽车
行业带来不小压力。”小康集团首
席技术官许林说。

稳住汽车产业发展，最关键的
就是稳产业链、提高效率。许林介
绍，公司前期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
储备，实时调整排产计划，优化物
流体系，旗下赛力斯汽车在川渝地
区的配套率超过 40%。“提升本地
化配套率有助于稳供应、控成本、
提效率。”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外贸
企业的命脉所在。今年以来，从中
央到地方陆续出台减税降费、畅通
物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加强出
口信用保险支持等举措，全力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和稳定。

浙江省德清县提升“海河联
运”效率，保障当地外贸空箱优先
卸船、重箱优先装船等举措，让浙
江华之杰塑料建材有限公司的出

口压力得到缓解。“在政府协调下，
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额度提升了
30%，一定程度解决了现阶段‘有
单不敢接’的难题。”公司总经理丁
凌烨说。

保链稳链更要靠企业自身的
努力。出口型跨境电商企业深圳
市泽汇科技有限公司减少产品流
通中间环节，在目的地国家设立中
转仓，实时查看货物出入库情况，
及时更新订单状况，提高产品周转
率，主动应对物流成本上涨、海运
运输周期延长等不利因素。

“要将保链稳链作为提振工业
经济的重中之重。”工信部部长肖
亚庆 5 月 27 日在工信部召开的提
振工业经济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
将聚焦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
区域，进一步加大力度，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运转顺畅。

助企纾困，
坚定发展信心

“申请留抵退税后不到一小时
退税资金就到账了。”济南利业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韩保
航说，这8.6万元虽不算多，却实打

实地帮助企业缓解了资金周转压
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显示，
6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8.4，环比上升 0.2 点，在连续 4 个
月下降后止跌回升。

今年以来，纾困政策不断推
出。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
持政策，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64
万亿元。此外，加大金融支持、物
流保通保畅、推动企业复工达产等
政策，着力帮扶市场主体应对挑
战。

“上半年，公司得到了留抵退
税、社保缓缴等一系列政策支持。
针对订单量下滑等问题，政府部门
还积极‘牵线搭桥’，组织我们和多
家企业对接业务，我们成功拿到一
批订单。”重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夏亮说。

坚定发展信心，才能上下同
心、共克时艰。“产业优势仍在，市
场前景可期，大浪淘沙勇者胜，练
好内功，以竞争优势拓展更大市
场。”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建龙说。（记者 张千千 吴帅
帅 黄兴 印朋）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变中寻机、难中求进
——年中经济一线企业扫描

新华社记者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国内首座地下商业储气库
注气量突破100亿立方米

新华社天津 7 月 10 日电（记者 毛振华 王井
怀）记者 10 日从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获悉，该
油田旗下国内首座地下商业储气库——大张坨储
气库安全运行 7912 天，累计注入天然气量突破
100亿立方米。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储气
库作为保障天然气能源市场安全、平稳运行的“压
舱石”，在天然气全产业链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

大张坨储气库坐落在天津滨海新区，2000 年
建成投产，是国内首座大型商业地下储气库，具备
季节调峰和应急储备等多重功能。该储气库历经
22 个周期注采任务，高效完成了天然气冬季调峰
保供、应急供气的任务，特别是为北京及周边区域
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据大港油田公司大张坨储气库作业区经理王
健介绍，大张坨储气库日注气量最高可达 395万立
方米，日采气量 998 万立方米，累计注气 100 亿立
方米即相当于国内近 5000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用气
量。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是京津冀地区能源储备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到国家能源产业布局的重
点基础设施之一。大港油田目前已建成大张坨、
板 876、板南等 10座地下储气库，该库群设计总库
容76.82 亿立方米，设计工作气量34.57 亿立方米。

截至目前，大港油田本轮注气量已突破 15.93
亿立方米，完成总体注气计划的 76.77%，当前注气
量占国内储气库注气总量的近 1/5。已进入第 22
个注采周期的大港油田储气库群，2022 年冬季采
气期采气量将有望突破 23 亿立方米，届时将为北
京等周边地区的清洁能源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下决心主动做“减法”，成为
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城
市；坚定信心努力做“增量”，高
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沿着习近
平总书记擘画的“坚持和强化首
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
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
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
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
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宏伟蓝图，北京在“增
减”之中，推动深刻转型，实现创
新引领，努力把为人民造福的事
情办好办实，不断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
实现减量发展

北京西直门外大街 136 号，
曾是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
地动物园批发市场，在北京城市
中心存在超过30年，北京人称之
为“动批”。

如今，“动批”所在地已变身
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和探
索金融科技创新试点机制的园
区，截至目前累计引进重点金融
科技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等 152
家。按照规划，2025 年，这里将
成为全球金融科技领军企业集
聚地。

2005 年开始在“动批”经营
服装生意的张文凯，如今还经常
会回“老地方”看看。“当年‘动批
’确实热闹，不过人多、车堵、环
境杂乱，安全隐患和风险让人想
起来都后怕。现在这里大变样
儿了。”张文凯说。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大
城市病”曾深深困扰着这座特大
城市。“动批”蝶变，成为首都十
年间转变发展模式的一个生动
写照。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4
年，北京进入以疏解非首都功能
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新阶段；2017年，《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获
批，为城市发展描绘新蓝图。

十年来，北京“壮士断腕”
“刀刃向内”，“瘦身健体”“提质
升级”，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
染企业约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
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 1000
个；拆除违法建设超3亿平方米，
城乡建设用地减量 110 平方公

里。“十三五”期间，实现城六区
常住人口比 2014 年下降 15%的
目标。减量发展成为首都高质
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经过整治，“燕京小八景”之
一的“银锭观山”美景重现；首钢
园从工业遗址变身奥运园区和
科幻产业园区，成为首都高质量
发展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减量发展是长久之计，正以
提升首都功能、人居环境、城市
品质为目标持续推进。

以高质量的“增量”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
南路，记者通过应用软件呼叫自
动驾驶车辆，3分钟后，一辆轿车
驶来停靠在路边。等候交通信
号灯、超车、并线，车辆全程自动
行驶。

依托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
示范区，北京2021年设立国内首
个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已
进行了无人配送车上路、高速公
路测试、无人化测试，目前累计
安全测试里程接近300万公里。

近年来，北京通过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全
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叠加效
应，高质量的“增量”持续提升高
质量发展水平。

北京“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设
的 29 个科学设施平台已全部落
地，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 0.33 万家增至 2021 年
的 2.76 万家，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建设正加快建设。

2015 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
2020年，肩负起建设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重任；2015 年至 2020
年，实际利用外资总规模约 960
亿美元，占北京改革开放以来总
量的 50%，改革开放向纵深推
进。

“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北 京 经 济 发 展 驱 动 力 加 速 变
化。”清华大学教授陈劲说。数
字是最好的佐证，北京日增科技
企业数量从 2015 年的 110 家增
至 2021年的 270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从 2012 年的 0.33 万家
增至2021年的2.76万家。

从支持国际品牌全球旗舰店
或全新概念店落地，到持续推动
王府井、方庄等重点商圈改造升
级，再到推动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等标志性大项目开张，“北京消
费”全球吸引力不断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有
序拉开：每年保持千亿元以上投
资强度；中国人民大学东校区、
人大附中、北京小学等优质教育
资源持续导入；北京友谊医院、
东直门医院等医疗机构通州院

区陆续开诊；东郊森林公园、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迎客。未
来五年，通州区将高标准建成行
政办公区二期，运河商务区起步
区，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
三大公共建筑，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等重大工程，推动城市副
中心框架基本成型。

从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
专项行动，到高水平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再到积极构建现代化
首都都市圈，北京努力推动京津
冀地区深度融合，加强与津冀协
同联动，携手建设世界级城市
群。8年来，三地累计打通、拓宽
对接路、“瓶颈路”2000 多公里；
中关村企业在津冀两地设立分
支机构累计 9000余家；2021年，
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达到 79.2%，比上年提
高9.5个百分点。

努力以“绣花一样
精细”的城市管理提升
人民幸福感

“增减”之中推动高质量发
展，最终目标是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9 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
为“哨”，推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
层报到、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
到，形成以12345热线为主渠道，
各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各部

门各单位闻诉而动、接诉即办的
为民服务体系。近 3 年来，北京
接诉即办共受理 5199 万件民意
诉求。

在此基础上，北京从市民反
映的问题中选取高频共性难点，
如老楼加装电梯、电动自行车集
中充电等群众“急难愁盼”，形成
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常态化工
作机制。

“我们楼里60岁以上老人占
到 80%以上，出门看病、接送孩
子很不方便，早就盼着装电梯，
如今‘电梯梦’终于实现了。”家
住丰台区建欣苑东区社区的巩
建勋说。

仅2022年上半年，北京新开
工老楼加装电梯799部，解决5.7
万套住房“房产证办理难”问题，
新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接口 16.5 万个……一件件实事，
温暖人心。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推进老
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
住乡愁。

2013 年，北京市启动专项行
动治理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
2017年，启动核心区背街小巷环
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2021 年，
新修订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
护条例》实施，同年《北京市“十
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
展规划》获批，明确了加强历史
水系保护与恢复工作等重点任
务。从核心区到城六区，从城市
副中心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
区，在疏解整治、城市更新中，北
京古都的面貌、市民的生活环境
日新月异。

曾经杂院林立的草厂三里
河，如今小桥、流水、廊亭、人家，
颇有水乡意境。64 岁的居民丁
淑凤说：“老辈儿人说的‘三里水
巷绕前门’的美景回来了，老北
京味儿也回来了。”

草厂地区的变化是北京以
“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资源
的缩影。崇雍大街、白塔寺宫门
口东西岔胡同、八角街道等一批
设计精巧、特点纷呈、群众满意
的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开放，3000
余条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北京坚持首善标准，立足首
都核心功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
写新篇章。（记者 李斌 孔祥鑫 郭
宇靖 张骁）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北京：向着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迈进
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亿万人民矢志民族复兴，走过非凡十年，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恢宏壮丽的画卷。即日起，新华社在“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总栏目下，开设“非凡十年”子栏目，通过分地区分领域分行
业的采访报道，全方位多层次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非凡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示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

编
者
按

第十八个中国航海日
聚焦航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

据新华社大连7月10日电（记者 丁非白 叶昊
鸣）7 月 11日是第十八个中国航海日，记者从 2022
年中国航海日活动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航海
日将聚焦航运绿色低碳智能发展，并于7月 10日至
16日，在活动主场辽宁大连以及全国各地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

据中国航海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宝晨介绍，为
进一步提升中国航海日活动的承载力、品牌力和影
响力，今年是第一次组织航海日活动周系列活动。
本次航海日活动周以“引领航海绿色低碳智能新趋
势”为主题，系列活动主要有2022年中国航海日论
坛、中国航海学会2022年学术年会、全国航海科普
周活动、航海科技博览会四大板块内容。

辽宁省大连市是今年航海日活动主场。航海日
活动周期间，大连海事大学将举办全国航海科普知
识竞赛等活动；大连海洋大学将举办大连高校城市
帆船巡展活动；大连海事局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海巡船艇、灯塔等航海基础设施和船舶交通管理中
心。同时，全市还将组织开展以宣传航海文化为主
题的系列群众文化活动。

据了解，海运承担了我国约 95%的外贸货物运
输量。截至 2021 年年底，我国控制的海运船队运
力规模达3.5亿载重吨，居世界第二位。

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集装箱发送量增长强劲

7 月 9 日，海轮停靠钦州港码头装卸集装箱（无
人机照片）。

据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信息显示，
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新增 7 个铁路
服务站点，辐射范围增至 14 省（区市）106 个站点，
货物流向通达全球 10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个港
口，运输品类增加至目前粮食、汽车配件、电脑配
件、装饰材料等 640 多种。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累计发送集装箱 37.9 万标箱，同
比增长 33.4%。 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上海空港航空货运基本恢复
据新华社上海 7月 10 日电（记者 贾远琨）记

者 10 日从上海机场集团获悉，7 月的第一周，上
海浦东机场日均货运航班、货量保持上升势头，
已基本恢复常态水平，中外航空公司投放充足货
运航班。

数据显示，6 月以来，上海浦东机场航空货运
供需两端同步加速恢复，日均保障货运航班起降
和货邮吞吐量梯次上升。6 月下旬，上海浦东机
场日均起降货运航班达 232 架次，日均保障货邮
吞吐量 9133.9 吨，较 5 月同期分别大幅增长 33.6%
和 28.1%。其中，高峰日保障货运航班 253 架次，
货邮吞吐量 10797 吨，已达到 2021 年同期高位水
平。

目前，共有 58 家中外航空公司在上海浦东机
场运营货运航班，包括全货机及客改货航班，定
期全货机全部恢复，货班直接通达全球 68 个航
点。

据介绍，上海浦东机场和东航货站常设全程
闭环管理的冷链专班，为冷链生鲜货物提供绿色
服务通道。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市民在北京前门东区西打磨厂街休闲（2019 年 4 月 6 日摄）。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