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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加码发力
扩大有效投资汇聚稳

经济合力

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投
资数据的改善，释放出经济逐步企
稳恢复的积极信号。

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同比增长 6.2%，增速虽较 1
至4月回落0.6个百分点，但回落幅
度收窄1.9个百分点。

“稳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投资增
长支撑作用逐步加强。”在6月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扩大有效投资，全面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被摆上重要位置。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4月26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十一次会议提出构建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一系列政策加力信号持续
释放。

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截
至5月底，新增专项债已发行2.03
万亿元，完成下达额度的59%，比
去年同期增加1.4 万亿元；新开工
10644个水利项目，投资规模4144
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超过1亿元的
项目609个；新开工120个高速公
路和普通国省道项目，总投资1820
亿元……

前5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6.7%，增速比1至4月加快0.2
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高0.5个
百分点。

6月末，在川藏交界的金沙江
干流，近百台运料车、振动碾、挖掘
机往来不断。这是“西电东送”接续
基地重点工程——巴塘水电站的施
工现场。施工方中国安能三局24
小时不间断施工，大坝填筑施工量
由原计划的每月30万方提升到60
余万方。

“5、6月历来是施工旺季，今年
更与复工复产、各地加大基建项目
开工力度相叠加，很多项目工地都
在加快进度。”中国安能集团总工程
师张利荣说。

加快推进施工进度，意味着形
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动更大投资

效益。
重重困难之下，制造业投资保

持了“韧性”。前5个月，制造业投
资实现了两位数增长，10.6%的同
比增速虽较1至 4月有所回落，但
回落幅度收窄1.8个百分点。

“高”“新”投资增速快
结构优化积蓄高质量

发展动能

投资，在短期体现为需求，在中
长期体现为供给。推进高质量发
展，优化供给结构是必然选择。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不是盲目
铺摊子、上项目，更不是搞“大水漫
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聚焦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
有序实施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的投资项目。

新基建，是支撑新业态、新产
业、新服务发展的战略性基石。我
国5G基站建设加快推进，前5月新
建基站 27.5 万个，基站总数已达
170万个。

作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体系的重要一环，今年“东数
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一个个数
据中心项目加快落地，为数字经济
发展开拓新空间。

盛夏时节，中国移动宁夏中卫
数据中心二期工程正在建设。据介
绍，项目新建机架12000多个，未来
将实现宁夏与京津冀地区间传输时
延8毫秒。

对于新基建投资，国家发展改

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从储备项
目情况看，下半年，各地方和骨干企
业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一批重大
项目将开工建设。

古都西安，投资额达到150亿
元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增产
扩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年内
正式投产。

“未来，比亚迪所有新能源汽车
所需的高级零部件都会在这里出
现，比亚迪在西安地区的年产量，也
将从30万辆提升到60万辆。”比亚
迪西安地区总经理刘振宇说。

今年 1至 5月，装备制造业投
资同比增长22.0%，高技术制造业
投资增速达24.9%，远高于制造业
投资10.6%的增速。

发力先进制造业投资、绿色低
碳投资，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优化的投资结构，正为高
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锚定扩大内需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
域还有不少薄弱环节，推动技术进
步、产业改造升级也离不开投资，这
意味着有效投资需求大、潜力大。

由投资、消费构成的内需，是中
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一季度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96.3%。增强

“主引擎”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需要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

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一半
以上，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力军”。

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
撬动作用、鼓励民间投资积极参与
盘活存量资产、加强民间投资融资
支持……目前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
发展的措施正抓紧落实，助力增强
扩大有效投资的动力。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
央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重塑中国经
济新优势的深远谋划。扩大内需是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意味
着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

江苏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
的电动工具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生产车间里，智能机器人
运输车往来穿梭；车间外，一个15
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正在抓紧施
工。公司负责人说：“我们要加快推
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用好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产品在全
球树立良好品牌。”

宽阔的伶仃洋上，国家重大工
程深中通道正在稳步建设，隔海相
望的中山市和深圳市将被连通。京
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今年以来，着眼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一个个相互支撑、优势
互补的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推进实
施，更大的投资空间随之拓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正带来新的
投资机遇。不断释放的投资潜力，
也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记者 刘夏村 严赋憬 薛天 杨
绍功）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稳投资持续加力新基建蕴含新机遇
——2022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投资篇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之一。

今年以来，稳投资加
码发力，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持续扩大，新基建蕴含
新机遇，一项项重大工程
抓紧推进，投资关键作用
进一步发挥，为推动经济
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

■ 新华社记者

7月6日，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在安徽六安投运，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兆瓦级制氢-储
氢-氢能发电的全链条技术贯通。

图为当日拍摄的安徽六安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投运

新华社北京7月 6日电（记
者 齐琪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6日
发布了第 32 批共 7 件指导性案
例，主要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类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
似案件时参照。

指导案例179号“聂美兰诉北
京林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
动关系案”。该案例以实质要件
为判断标准，通过辨析劳动者与
用人单位签订的合同内容的性
质、合同实际履行中体现出来的
权利与义务关系来确定双方劳动
关系，防止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
位通过订立其他合同方式掩盖用
工事实，变相地排除国家法律赋
予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实现更好
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目的。

指导案例180号“孙贤锋诉淮
安西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
合同纠纷案”。本案例细化了用人单
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合法性的
判断标准，有助于引导用人单位遵
守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保障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对构建和谐劳动关
系具有积极意义。

指导案例181号“郑某诉霍尼
韦尔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
劳动合同纠纷案”。该案例对于
民法典施行后用人单位合理构建

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切实提升
全员防范意识，有效防范职场性
骚扰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指导
意义。

指导案例182号“彭宇翔诉南
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案”。
本案例对于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自
主权，引导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
履行过程中秉持诚信原则，建立
和谐、稳定、良性互动的劳动关系
具有积极作用。

指导案例183号“房玥诉中美
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
动合同纠纷案”。本案例对人民法
院审理涉年终奖的劳动争议案件
具有指导意义，防止用人单位借规
章制度之名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指导案例184号“马筱楠诉北
京搜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竞业限制纠纷案”。本案例对竞
业限制有关问题进行了规范，有
效保障了劳动者的择业自由权。

指导案例185号“闫佳琳诉浙
江喜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
业权纠纷案”。本案例对于人民
法院正确认定平等就业权纠纷中
就业歧视行为，准确把握企业用
工自主权和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
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最高法发布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类指导性案例

（紧接第1版）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省委对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嘉州01号船水手
谢茂德激动地说，“作为一名水手，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要更加做好船舶的保养维护，加强系泊系
缆设备设施检查和值班值守，防止跑船，为安全
度汛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了解，2020年“8·18”特大洪涝灾害后，我
市编制出台了乐山市江心岛规划编制导则和全
市江心岛建设规划。其中2个洲岛采取农林修
复方式重建、4个洲岛采取避灾（工程）搬迁方式
重建、8个洲岛采取发展限制方式重建、11个洲
岛采取发展提升方式重建。全市江心岛灾后重
建项目总投资46亿元，涉及防灾避险基础设施
的4.1亿元投资已经全部完成，25个江心岛全部
达到度汛要求。

地处大渡河、岷江、青衣江汇流处的凤洲岛
采取避灾（工程）搬迁方式重建，岛内居民全部撤
离，目前正实施包括凤洲岛环岛绿道、拜佛台周
边环境整治、主路水电管网基础设施建设等。下
一步，拟将凤洲岛打造为集旅游观光、文化演艺、
艺术创作、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河心洲岛。

“王晓晖书记来乐山调研期间，对防汛减灾
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激发了全市水务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市水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金玉梅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市认真落实
省委思想认识再提升、监测预警再提升、隐患
排查再提升、完善预案再提升、责任落实再提
升“五个再提升”工作要求和市委“12 个
100%”要求，防治并举降风险，扎实备汛保平安，
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
们将加强统筹调度、宣传教育、监测预警、隐患排
查整治、应急处置等工作，全力以赴夺取防汛减
灾的全面胜利。”

守护好世界遗产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乐山大佛，濒三
江汇流处，是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拥有1300余
年历史。

“调研过程中，船行至乐山大佛面前的江面
上时，王晓晖书记仔细瞻仰乐山大佛，认真听取
乐山大佛保护利用工作情况汇报，关心询问乐山
大佛的历次保护修复情况。”乐山大佛景区管委
会工作人员梅鹏回忆道，“王晓晖书记的关心与
殷殷嘱托，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做好乐山大佛保护
与利用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近年来，我市科学系统做好乐山大佛保护工
作，目前乐山大佛景区正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要
求和文物保护专家意见，开展乐山大佛九曲栈道
区域危岩体抢险加固前期勘察研究设计项目。
与此同时，充分挖掘遗产文化内涵，着力构建保
护有效、传承有力、遗产有活力的保护利用体系，
推进遗产展示利用和管理水平提升，让乐山大佛
这个世界级遗产更好支撑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建设。

“王晓晖书记来乐山调研重要指示精神，鼓
舞了全市文旅行业干部职工的发展干劲。”市文
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成冬娟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推进文物
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施乐山大佛新
一轮保护工程，推动川渝石窟重点实验室建设。
与此同时，加快推进乐山老城区历史文化遗址构
建、战时故宫—宋祠项目，实施嘉州古城墙、古建
筑保护工程；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
抓好峨眉山景区万年寺、洪椿坪等古建修缮，打
造峨眉山—乐山大佛重点文旅品牌和文旅走廊，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奋楫“三江汇流处”，风生水起逐浪高。不辱
使命，不负重托，不折不扣把王晓晖书记来乐山
调研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做好乐山工作的实际
行动，全市上下正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不断
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奋力书写新时代的乐山答
卷。

奋楫“三江汇流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