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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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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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记者

盛夏时节，从青海省会西宁出发，沿张汶高速公路驱车1个多小时，就进入门源回族自治县境
内。油菜花铺展出“金色花海”，天地间融为一幅浓墨重彩的天然画卷。

图为7月9日，游客行走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油菜花海中。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摄

高原油菜花开 铺就“金色花海”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温竞华）记者
从中国科协获悉，为培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实践能
力和低碳节约生活习惯，助推“双减”工作，中国科
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央文
明办和共青团中央日前联合组织开展2022年青少
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活动主要面向小学高年级
及初中阶段学生，组织学生围绕能源资源、生态环
境、安全健康相关的17个活动主题，发现身边的科
学问题、动手实践、体验探究。

今年活动将重点围绕“低碳生活”“节约粮食”
主题，具体内容包括开展小组学习，了解相关知识
和研究方法；在学校、家庭、校外开展科学调查实践
活动，完成调查实践报告；在班级、年级或学校交流
活动成果；通过活动网站提交调查实践报告等。活
动将于2023年1月公布年度优秀调查活动小组、
教师、学校和组织机构名单。

活动主办方要求，各级组织机构要充分利用科
技馆、科普教育基地、环保设施开放单位等校外科
教资源，丰富活动内容；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推动
活动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学活动、课
后服务等。同时，加大对乡村教师的培训，积极开
展科技教育活动乡村行，推动活动在偏远农村和少
数民族地区的普及。

六部门联合开展
2022年青少年
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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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空港
航空货运基本恢复

7月9日，载着600多名游客的Y693次旅
游专列从哈尔滨出发，一路向北开往伊春。这
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开行
的黑龙江省今年暑期首趟旅游专列。

进入暑期，黑龙江省铁路客流恢复性增
长。数据显示，暑运期间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
团有限公司日均发送旅客17万人次，环比增
长41.7%。

为满足旅客出游热情，中国铁路哈尔滨局
集团有限公司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列车开
行方案，陆续增开了牡丹江至漠河、鸡西至漠
河、佳木斯至海拉尔等热门方向临客列车，同
时提前做好站车通风、消毒和保洁工作。

（以上均据新华社）

黑龙江省
暑期首趟旅游专列开行

（紧接第1版）做好政策有效衔接，
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在13
个大中型安置点建设产业园区，脱
贫劳动力就业务工6.2万人，全市未
发生一人一户返贫。

突出产业特色
完善现代农业体系

目前夏茶采摘正当时，在夹江
县，茶叶机采、加工、出口整个链条
有序运转。“我们在大力推进茶产业
发展过程中，坚持春夏秋茶并重，持
续推进夏秋茶下树和茶叶出口，为
茶叶加工企业和茶农带来双丰收。”
夹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
科技”这篇大文章，推动茶产业高质
量发展，1至6月全市干毛茶产值达
66.5亿元。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
键。我市积极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
业，启动“百园千亿工程”和“211”园
区培育计划，推动农业四大主导产
业连片成带、规模发展，引导各县
（市、区）围绕魔芋、高山蔬菜、桃李、
猕猴桃、青梅等特色产业错位发展，
形成“一片区一主业一特色”的发展
格局。累计发展“峨眉山茶”139万
亩、晚熟柑橘26万亩、道地中药材
35万亩、林竹447万亩，新创建省级
五星级现代农业园区1个、现代农业
园区3个。探索“农业+”发展模式，

遗产揽胜·天福品茗入选全国茶乡
旅游精品线路，苏稽古镇、嘉阳·桫
椤湖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一季度一产增加值达39.5亿元、增
长4.5%，增速全省第4。

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用活成都农交所乐山农村产权交易
市场，去年8月投运，至今年5月底，
累计成交各类农村产权流转面积
1.18 万亩，实现交易金额达1.55 亿
元，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21 万平方
米。大力推进土地流转、生产托管，
全市农业生产托管面积达110.49万
亩次，土地流转面积达 107 万亩。
创建国家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社30
个、省级示范社196个、省级示范家
庭农场142家。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稳步推进
73个合并村集体经济融合发展试
点，向上争取78个中省财政扶持村
集体经济指标，落实每村100万元
扶持资金，村集体经济收入在10万
元以上的村334个。创新利益联结
机制，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达到6094元、增长7.2%，
全省排名较去年同期上升4位。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当前，我市
农业生产稳中有进，乡村和谐善治，
农民群众安居乐业，乡村振兴推进
有力，广袤的田野上一派生机，蕴含
着无限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