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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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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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张千千 吴
帅帅 黄兴 印朋）

携手呵护
——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的新实践

近日，由于黄河入鲁水质始终保持在Ⅱ类以上，山东省作为受益方，向上游的河南省兑现生态补偿资金1.26亿元，
标志着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探索取得重要进展。

山东向河南支付生态补偿资金，源自2021
年山东与河南签订的《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协议约定，监测断面水质年
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一个水质类别，山东
给予河南6000万元补偿资金；反之，每恶化一个
水质类别，河南给予山东6000万元补偿资金。

自协议签署以来，黄河入鲁水质持续保持在
Ⅱ类以上，主要污染物指标稳中向好。按照协议
约定，山东向河南支付1.26亿元补偿资金。

黄河是河南、山东黄河流域居民赖以生存的
水源。黄河水质稳中向好直接惠及下游山东，保
障了沿黄9市25县（市、区）人民群众的生活用
水，灌溉着齐鲁大地上的万顷良田。黄河河南段
河道总长711公里，是流域内数千万百姓的生存
保障，涵养着中原大地的亿万生灵。

黄河干流水质的稳定改善，与作为“毛细血
管”的支流治理密不可分。黄河河南段沿河不少
县（市、区）在支流治乱治污的同时，依托支流打
造河湖风景带，水清岸绿的支流成为群众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蟒河是黄河左岸的一条支流，流经河南济源
市、焦作市，于焦作市武陟县注入黄河。济源市
生态环境局的监测数据显示，蟒河出境断面南官
庄水质2018年以前还是V类、劣V类，经过治
理，现在已经能稳定达到Ⅳ类，部分水质指标能
达到Ⅲ类。

经过治理、绿化的蟒河济源段，如今已经成
为当地一道靓丽风景线。站在蟒河公园大桥上
远眺，但见河道笔直开阔，河边水草丰茂，岸上绿
树成荫。一名来此锻炼的群众说，蟒河变美变干

净，相当于家门口修个沿河公园，平时休闲多了
处“得劲”的地方。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的持续改善，不少珍稀野
生动物重返家园。在洛阳市孟津国家级黄河湿
地自然保护区，一望无际的芦苇丛成为鸟类栖息
的天堂，里面不时传出各种鸟鸣。

“鱼塘和采沙场被清退后，每年到这里越冬
的鸟类达310种、15万只以上，全球仅3000只
左右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黑鹳，在这里最多
时达到84只。”洛阳市黄河孟津湿地管理中心负
责人孟科峰说。

一些穿行在车水马龙闹市间的黄河支流也
热闹起来，斑嘴鸭、白鹭等多种水禽在水中畅游、
觅食，引得不少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构成一幅
黄河生灵与人类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

黄河河南段的生态之变得益于黄河大保护、
大治理理念的成功实践。2019年9月18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以来，河南持续对乱堆、乱占、乱采、乱建等“四
乱”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流域生态面貌为之
一新。

在治乱的同时，河南统筹推进黄河生态廊道
建设，廊道两侧绿意盎然，花木葱茏，鸟鸣阵阵。

落日斜照，暑气初降。下班后，张飞总喜欢
带着家人到开封市黑岗口黄河险工观测台附近
的大堤上游玩散步。

张飞今年40岁，是开封黄河工程开发有限
公司副经理，22岁时从部队退伍投身治黄事业，
见证了黄河多年来的生态变迁。

“以前部分河段乱哄哄的，餐饮、捕鱼、抽
（挖）沙取土都有，河里有快艇，岸上有车辆，一刮
风尘土飞扬，现在大不一样了。”张飞手指奔腾的
黄河自豪地说，现在不仅黄河水质好了，连两岸
都建成生态廊道，处处都是风景。

在沿黄各地市的不懈努力下，黄河河南段干
流右岸生态廊道已基本贯通，左岸已贯通489公
里，累计完成绿化11.27万亩，为黄河披上了一

条“绿飘带”。
黄河水质稳中向好，离不开沿黄各地对流域

内的同步治理。
2019年以来，河南认真落实“干支流”同步

治理的理念，对重点河流实施“一河一策”整治，
持续推进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工业废水、城乡
污水等综合治理。

来自河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数据显示，经过治
理，河南省辖黄河流域35个国考断面中，按考核
因子平均浓度计，Ⅰ至Ⅲ类水质断面30个，占
88.2%，无劣Ⅴ类水质断面。

当前，河南、山东等沿黄省份正深入
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的各项部署，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积极与上下游省份
联动，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据了解，河南目前已完成与黄河流域
陕西、山西、山东等省《跨省流域突发水污
染事件联防联控框架协议》签署工作，正
探索与上下游、左右岸的山西、陕西两省
签订黄河流域省际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在河南、山东两省建立实施黄河流域省
际横向补偿机制的同时，为促进省内流域环
境的联动保护和协同治理，调动流域上下游
协同治污的积极性，山东省拓展运用黄河流
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在省内县际
建立了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2021年9月，山东301个跨县界断面
全部签订横向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实现
县际流域横向补偿全覆盖。截至今年5
月底，各县（市、区）共兑现2021年第四季
度补偿资金3.24亿元。

山东省财政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山东省将继续加强与河南省沟通交流，修
订完善协议内容，逐步扩大补偿范围，更
加突出改善成效，做好两省补偿协议续签
工作，持续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

（新华社郑州7月9日电 记者牛少
杰 张武岳）

黄河生态改善惠及千家万户

干支流保护治理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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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浙江赛区）男子小
学U11组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江汉 摄

首届中国青少年
足球联赛启动

据新华社杭州7月10日电（记者公兵 肖世
尧 夏亮）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10日在杭
州启动，这是一项带有体教融合鲜明印记的全国
性单项体育赛事。

联赛将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部学年
段，设男、女各9个竞赛组别，全国总决赛参赛球
队通过地方预选赛产生。来自学校、体校、俱乐部
青训梯队、社会青训机构的球队均可参赛。同时，
通过比赛选拔优秀人才，建立青少年精英球员数
据库，为各年龄段国家队组建打下坚实基础。目
前，全国45个赛区的赛事组织工作正有序推进。

六部门联合开展2022年
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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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空港
航空货运基本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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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空港积极对接快速复苏的运输需求，持
续优化通关便利化水平，并支持、协助航空公司恢
复、新增、加密浦东机场全货机和客改货航线，充
分释放航空运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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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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