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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近日召开会议，明确提出
以更大力度抓好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
见效，确保二季度工业经济合理增
长。将保链稳链作为重中之重，把帮
扶中小企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适度
超前部署5G、工业互联网……一系列
措施全力提振工业经济。

稳链：聚焦重点企业重
点行业重点区域加大力度

约1350名员工进厂，产能已超过
封控前……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上海
嘉麟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优先满
足防护服生产的同时，加快了正常订
单生产进度。

稳生产是稳链的关键。在复工复产
的基础上，要加快提升稳产达产水平。
工信部明确提出，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
生产，指导企业在疫情防控条件下稳定
生产，建立完善闭环管理预案。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浙江建立重点

企业跟踪服务清单化管理机制；以企业
诉求为出发点，广东建立省市县联动协
同机制；以关键环节为抓手，四川重点
支持锂电、新能源汽车等高技术制造
业，稳定行业增长“大头”……

“一季度，我们在深圳的工厂受到
疫情影响，但合肥、武汉工厂正常运
行，很快弥补了损失。”联想集团董事
长杨元庆说，尽管压力不小，但各地
各部门的帮助以及联想自身较强的供
应链，让企业生产仍平稳有序。

“要将保链稳链作为提振工业经济
的重中之重。”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表
示，工信部将聚焦重点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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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解决政策落
地“最后一公里”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较大，需要
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压实责任，解决

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卡点”至关重要。
工信部提出，要把帮扶中小企业放

在更加突出位置，抓细落实《加力帮扶
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着力
解决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

“政策找企”，解决企业申请政策
的“盲点”。多地多维度对政策进行分
类梳理，采用数字化手段为企业提供
政策解读和个性化匹配服务。

“我们正组织各级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进企业、进园区、进集群，了
解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和诉求。”工信部
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提质：紧抓数字化、绿
色化升级

提振工业经济，稳增长政策措施要
靠前发力、落到实处。抓住数字化、绿色
化两个关键词很重要。

工业互联网，既推动了生产效率的
提升，也促进了供需两端的协同。工信

部提出，今年将适度超前部署5G、工
业互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工信部表示，下一步将全面升级
优化“5G+工业互联网”的技术体系、
产业体系、网络体系、应用体系、生
态体系，把建设5G全连接工厂作为重
中之重，并将出台相关指导性文件，
培育更多应用于生产核心环节的典型
场景。

加快工业绿色化升级，既能稳投
资，更能提质量。

不久前，浙江首个“电力能源碳
中和技术示范基地”在杭州成立。该
基地通过搭建“政企行校”多方联动
的碳中和技术研究平台，推动区域清
洁能源发展。

工信部提出，加快推进重点领域
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建设进度，力
争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同时，
组织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组
织实施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和换电模
式应用试点，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提振工业经济举措持续加码

保当前增长 增发展后劲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31 日 电 （记
者 申铖 王雨萧） 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31日发布公告称，为促进
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业发展，对
购置日期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期 间 内 且 单 车 价 格
（不含增值税） 不超过30万元的2.0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
辆购置税。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
确，阶段性减征部分乘用车购置税
600亿元。专家表示，两部门此次发
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了这一部署。

虽然有不超过30万元的价格限制，
但这是我国首次对2.0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有望
进一步提振汽车消费。

根据公告，所称乘用车，是指
在设计、制造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
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或）临时
物品，包括驾驶员座位在内最多不超
过9个座位的汽车；所称单车价格，以
车辆购置税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为
准。乘用车购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或海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
有效凭证的开具日期确定。

30万元以内2.0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

新华社重庆 5 月 31 日电 中共
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 5 月 31 日选举陈敏尔为市委书
记，胡衡华、李明清为市委副书
记，当选为市委常委的还有陆克
华、宋依佳 （女）、姜辉、蔡允

革、张鸿星、陈鸣波、于会文 （满
族）、卢红 （女）、罗蔺。中共重庆
市第六届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宋依佳 （女） 为市纪委书记，王建
东、梅哲、阚吉林、彭冲为市纪委
副书记。

陈敏尔当选中共重庆市委书记

“鲲龙”AG600全状态新构型灭火
机首飞成功

5 月 31 日，“鲲龙”AG600 全状态
新构型灭火机在空中飞行。

当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
水 上 救 援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 鲲 龙 ”
AG600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在广东珠
海首飞成功。

新华社发

“鲲龙”亮相

成功首飞

新 华 社 北 京 5 月 31 日 电 （记
者 谢希瑶） 记者5月 31日从商务
部获悉，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贸
易继续平稳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
19074.9亿元，同比增长21.9%。其中
服务出口 9332.6 亿元，增长 25.1%；
进口9742.3亿元，增长19.1%。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前
4个月，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6个
百分点，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43.1%至409.7亿元。4月当月，我国

服务进出口总额 4502 亿元，同比
增长10.8%。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
长。前4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
口8009.9亿元，增长9.3%。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密集
型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
服务。此外，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
恢复。前4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
口2718.3亿元，增长9.5%。

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21.9%

眼下正是江淮粮仓收获时节，麦田
里金灿灿的麦穗颗粒饱满，一台台收割
机穿梭其间。“种子变成粮食，这里面蕴
藏多项绝‘技’啊！”看着眼前一望无际
的麦田，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农业农村局
二级研究员戚士章感慨地说。

寿县是粮食生产先进县。戚士章告
诉记者，高畦降渍种植技术是该县近年
来示范推广的一项技术。与原来的撒播
技术相比，采用这项技术后，播种机实
现旋耕、灭茬、播种等工序一次性完成，
不仅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

且亩产量比普通撒播田块高约25斤。
“实践证明，突出科技支撑，已贯穿

粮食生产、流通、收储等全过程。”安徽省
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泽
说，精量播种、病虫精准测报、土壤深翻
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助力保障粮食安全。

科技强农是安徽省今年重点推进
的一项行动。今年以来，安徽省大力推
行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

“两强一增”行动，下大力气抓好各项任
务落地见效，推动安徽从农业大省向农
业强省转变。

长江边，安徽省农垦集团华阳河农
场有限公司一派繁忙景象，人们先是忙
着收割小麦，紧接着播种大豆、高粱等
农作物。该公司第十农业分公司经理金
鑫说，测土配方施肥，是根据粮食作物
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和肥料效应，
在产前提出肥料的适宜用量、比例和相
应的施肥技术，实现精准施肥，获得高
产优质的收益，降低生产成本。“专业技
术人员在我们公司采了200个点位的
样本，根据各个区域的土壤肥力，测定
所需氮磷钾的含量，生产出适宜作物生

长所需的配方肥，助力粮食生产。”
在科技支撑、政策扶持等综合因素

作用下，今年小麦取得好收成，平均亩
产量1123斤左右，为5年来最高水平。

“问‘技’于粮，是粮食丰收的重要保
障之一。”安徽省农垦集团华阳河农场有
限公司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孙跃武
说，除测土配方技术外，品种筛选、土壤
封闭除草、秸秆还田等技术近年来也在
该公司应用，推进粮食生产高产高效。
新华社记者 姜刚 水金辰 曹力

（新华社合肥5月31日电）

问“技”于粮谷满仓

在连续2个月回落后，5月31日出
炉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为 49.6%，比 4 月份上升 2.2 个百分
点。这一先行指标显示，一系列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效应
正逐步显现，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5 月份，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
PMI位于扩张区间的行业由上月的9个
增加至12个，制造业景气面呈现积极
变化。”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5月份，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
分别升至 49.7%和 48.2%；大型企业
PMI重回扩张区间，中、小型企业PMI
分别高于上月1.9和1.1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近期出台的一系
列打通物流和产业上下游衔接堵点
政策成效有所显现，5月份反映物流
运输不畅的企业比重较上月下降8个
百分点。

“由于货运物流趋于通畅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原材料供给紧张，加上重

要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保供稳价工作持
续取得成效，5月份，基础原材料行业
购进价格指数较上月下降15.3个百分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说。

企业用工景气水平小幅回升。5月
份，从业人员指数较上月上升0.4个百
分点至47.6%。

此外，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
回升。5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47.8%，高于上月5.9个百分点。其中，
服务业景气度较快修复，服务业商务
活动指数较上月上升7.1个百分点。

专家分析，综合PMI各项指数来
看，当前产业链供应链逐步疏通，市
场需求趋于恢复，经济运行基础有
所改善。

恢复态势向好离不开政策支撑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缓解疫情冲
击，各部门各地加力施策，助力企业
生存发展，巩固经济恢复基础。

为稳定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徽滁
州成立物流运输车辆通行保障工作专
班。同时，建立“遍访企业、助企纾

困”工作常态化机制，完善项目全周
期服务机制和问题跟踪督办制度，帮
助企业渡过难关。

“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资金
需求36.2亿元、用工需求5万余人、土
地需求5503亩，全市企业生产经营有
序推进。”滁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25日，1722
家部级“白名单”企业复工率达92%，上
海5872家“白名单”企业整体复工率达
75.4%，吉林监测的重点企业全部复工。

稳住经济大盘仍需加力

统计数据显示，虽然企业复工复
产进度加快，经济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但制造业 PMI 仍低于 50%的荣枯线，
经济恢复仍不充分，稳住经济大盘仍
需加力。

市场需求恢复仍待提升。5 月
份，虽然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但
仍位于50%以下，反映市场需求不足
的企业比重较上月上升4.4个百分点至
44.7%，为2021年以来最高水平。

企业生产仍面临多重困难。5 月

份，企业生产指数仍位于50%以下，反
映资金紧张的企业比重较上月上升1.6
个百分点至32.8%，为今年以来新高。

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密集出
台，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
6方面33项措施，努力推动经济回归正
常轨道、确保运行在合理区间；工信部
5月27日召开提振工业经济电视电话
会议，提出保链稳链、帮扶中小企业等
一系列措施；5月30日召开的全国财政
支持稳住经济大盘工作视频会议明确
从8方面发力，支持稳住经济大盘……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当前国内需求
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更
为突出，对企业生产经营冲击较大，要
继续加大助企纾困力度，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要进一步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以更大力度有效应对三重
压力，尽快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不断增强
经济回升向好势头。”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姚子云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制造业PMI回升释放经济积极信号
新华社广州 5 月 31 日电（记者

李雄鹰）开办“养生公司”，以发小礼
物、开养生课、返现金红包等手段骗
取老年人信任，进而虚构高回报理财
产品骗取百余名老年人钱财192万余
元。5月30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一起集资诈骗案，
主犯甘某获刑 9 年，并处罚金 50 万
元，其余3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同时，法院判令4名被
告人退赔所有诈骗所得。

法院审理查明，2020年 7月，甘
某等4人在南海区设立“美生之家”公
司，并将其包装成一家“养生公司”。
公司成立后，甘某等人在周边市场、
公园等场所派发宣传单，通过免费派
送小礼品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注意，以

“养生保健”“慈善关爱”的旗号打消
老年人顾虑，让老年人到公司听“养
生课”。课中，又以送保健品、赠旅游、
充值返利等为诱惑，发展了一批老年
人成为会员。为骗取老年人信任，公

司还经常开展发放理财现金分红、免
费赠送保健品和组织免费旅游等活
动。该案中，先后有127名老年人被骗
192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甘某等4名被告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养老产品”
向老年人实施集资诈骗行为，数额特
别巨大，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依法予
以从重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介绍，近年来，一些不法
分子打着“看病诊治”“保健养生”
的旗号对老年人的养老钱实施诈
骗，通过赠送免费讲座、免费礼
品、免费旅游等形式骗取老年人的
信任，层层设套，一步步诱导老年
人落入其精心布下的投资陷阱。法
官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要切实提
高自身防骗意识，切莫轻信打着所
谓“慈善”旗号的各种虚假关爱活
动，在购买养老理财产品时多征求
专业人士意见，发现问题要及时报
警并收集好相关证据。

百余名老人陷“养生套路”
被骗192万余元

5月31日，天心区沙湖桥小学创意美劳社团学生在拼接组装“昆虫”。
当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沙湖桥小学创意美劳社团里，美术老师带领

学生们用螺丝钉、瓶盖等废弃材料，拼接组装成各种各样生动的玩偶、模型。
该校创意美劳社团自2021年9月启动，让科技与美术融合，锻炼孩子们的

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硬核”美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