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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秩序加快恢复至正常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99.1%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工业生产秩序加快恢复。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

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95.4%，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也达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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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实现云闪付购票

天津自贸区东疆片区

首开铁水联运中欧班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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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成立直播电商研究院

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政策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

9项外汇便利化政策为新业态发展“赋能”
本报记者 姚 进

长沙发布青年文创计划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0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制造业通信业稳定发展有关情况。

“自3月份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持
续向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工业生产秩序
加快恢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介绍，
截至5月18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
均开工率和职工复岗率分别达到99.1%和
95.4%，基本恢复到正常水平。

保障医疗物资生产供应

苗圩介绍，为全力保障重点医疗物资生
产供应，工信部建立重点医疗物资统一管理
统一调拨制度，创造性实行驻企特派员制
度，组织推动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增产扩
能。“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实现了湖北省
重点医疗物资从严重短缺到充分供应。”

“医用防护服日产量由不足1万件上升
到70多万件；国内红外温度传感器日均交
付量由1.5万颗扩大到50万颗。”工业和信
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表示，
工信部组织开发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
度平台，实现对近3000家企业共9大类、
160多种医疗物资的产能、产量、库存等
数据监测。

据介绍，疫情发生以来，累计向湖北
供应调运医用防护服 770多万件，隔离
衣、手术衣280多万件，医用隔离眼罩面
罩160多万个，消杀用品2200多吨，红外
测温仪近 70 万台，医疗设备 8 万台
（套），负压救护车1000多辆。

中小企业复工率达91%

“复工复产提速扩面，主要指标呈现积
极变化。”苗圩表示，为推动全产业链复工复

产，工信部牵头成立跨部门制造业产业链协
同复工复产专班，“目前，复工率和人员返岗
率都接近100%，基本上恢复到正常水平。”

1月份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4.9%。“但是，4月当月由上月下降
1.1%转为增长3.9%。由负转正，是一个非
常积极的信号。”苗圩说。

此外，多数行业恢复增长，原材料行业、
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总体稳定。在促进汽
车消费政策带动下，4月份汽车产销量分别
增长2.3%和4.4%，销量在连续21个月下降
后首次实现正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逆势增长，新业态新模式
加速成长壮大。1月份至4月份，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5%，其中3月份、4

月份增速分别反弹至8.9%和10.5%。电子
信息行业加快恢复，4月份集成电路产量增
长29.2%，电子元件产品产量增长59.2%。
疫情催生的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无接触配
送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此外，黄利斌表示，目前中小企业复工
复产率稳步提高。根据工信部对部分云平
台大数据监测结果显示，截至5月18日，全
国中小企业复工率达91%。

这得益于国家出台一系列帮扶政策措
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通过3次降
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为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贷款2.85
万亿元；对11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超过1万
亿元贷款本息办理延期还本或付息。同时，

坚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欠款。”苗
圩说。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虽然4月份工业主要指标有所回暖，但
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经
济衰退，国内消费仍未完全启动。苗圩表
示，要大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积极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大力支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
创新和产业应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
闻库介绍，近期工信部连续出台推动5G加
快发展、深入推进移动物联网全面发展等文
件，致力于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
发挥对当前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作用。

一是扩大有效投资。以5G网络建设
为例，除了网络建设自身需投入大量资金
外，还能够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包括相关设
备、移动终端的研发和生产，以及培育壮大
在线教育、智能家居、沉浸式游戏等新型
消费。

二是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疫
情期间利用5G等网络开展业务，如远程医
疗、远程签约、线上办公，还有世卫大会开幕
式、20国领导人特别峰会等。”闻库说，“通
过这些新的基础设施，将技术转化为生产
力，为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提供保障。”

三是对传统产业数字化赋能。目前工
业互联网领域已有超过70个具有一定区域
和行业影响力平台。“在能源、交通、医疗等
行业的应用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有效提升
了传统产业竞争能力和整体发展水平。”闻
库表示。

5月20日10时，X9202次中欧班列（天津—乌兰巴托）在北京铁路局京铁物流中心所
属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发车，满载汽车、配件、食品、服装等货物发往蒙古国。这是天津
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首次开行铁水联运中欧班列，也是北京铁路局今年以来从京津冀区
域内开行的第153趟中欧班列。自年初至5月15日，中铁天津集装箱中心站发送集装箱4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4%；货物62万吨，同比增长55%。 本报记者 商 瑞摄

本报北京5月20日讯 记者齐慧、
通讯员冯陆平报道：新（塘）白（云机
场）广（州北）城际铁路广州北至机场
T2段接触网开始冷滑试验。冷滑试验结
束后，新白广城铁接触网将进行送电、热
滑，全线联调联试也将展开。

新白广城际铁路正线全长78公里，
位于花都区、白云区、黄埔区、增城区境
内，全线共设车站13座；广州北至机场
T2段正线全长20.51公里，其中高架段
3.85公里，隧道段全长16.66公里，包含
3座地下车站，线路设计时速200公里。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该项目负责人介
绍，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部采用接触网
小张力架线车进行架线施工，使导线平直
度误差不超过0.1毫米，确保工程一次成
优；技术人员还使用激光测量仪、经纬
仪、水准仪等仪器设备，全面提升接触网
工程品质，为将来列车稳定运行提供安全
可靠保障。

据悉，新白广城铁是珠三角城际快速
轨道交通的重要构成部分，计划于年内开
通运营。届时，从新塘站至白云机场仅需
20分钟，从广州北站至白云机场仅需7
分钟，对实现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
意义。

本报北京5月20日讯 记者冯
其予报道：商务部数据显示，1月份至
4月份，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
额3743.9亿元，同比下降6%；执行额
2476.5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
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2309.7亿
元，同比下降10.3%；执行额1491.7亿
元，同比增长10.4%。承接“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离岸外包执行额252.9
亿元，同比增长6.9%。

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前4
个月，京津冀地区成为发展新亮点。
1月份至4月份京津冀地区承接离岸
外包执行额 134.8 亿元，同比增长
31.4%，主要是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
研发外包增长较快带动。此外，长三
角区域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783.2亿元，同比增长3.1%。31个服
务外包示范城市承接离岸外包执行额
1282.1亿元，同比增长7.7%，占全国
85.9%。

从结构看，新兴数字化业务和生
物医药研发服务增长较快。1月份至
4月份，我国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
外包（ITO）执行额623.6亿元，同比下
降0.3%；承接业务流程外包（BPO）、
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额分别为
298亿元、570.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5%和19.6%。ITO中的云计算服
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人工智能
服务等新兴数字化服务离岸执行额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79.1% 、189.2% 和
423.4%；受抗疫需求拉动，KPO中的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外包离岸执行额
126.1亿元，同比增长47.7%。

从市场看，承接中国香港、日本外
包业务增长较快。1月份至4月份，我
国企业承接中国香港、日本离岸外包
执行额分别为281.4亿元和117.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4.1%和
12.7%。

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成为服务外包产业主
力军。1月份至4月份，外商投资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605.5亿元，占全国的40.6%，同比增长13.8%；民营企业承接离
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320.6 亿元，占全国的 21.5%，同比增长
26.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6.4个百分点。

本报北京5月20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国银联于20
日开通云闪付APP北京地铁购票及补票服务，助力北京地面公
交及轨道交通“一码通乘”。中国银联表示，将加强与北京轨道
交通合作，年内逐步开通云闪付APP刷码过闸等更多服务。

截至5月中旬，全国34个城市地铁、逾1700个城市和县域
公交已开通包括云闪付APP在内的银联移动支付，助力实现无
接触乘车。河北、内蒙古、吉林、安徽、陕西、新疆、青岛等地推出
了云闪付APP“1分钱乘车”优惠。湖北、天津、河北、吉林、安
徽、山东、河南、海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宁波、深圳等全国
各地上线公共交通优惠乘车活动，近80城用户使用云闪付APP
乘车码或银联手机闪付乘坐公交地铁，可享受乘车折扣优惠。

本报广州5月20日电 记者庞彩霞从广州市商务局获悉：
国内首家直播电商研究院已于近日在穗成立，将为广州发展直
播电商产业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

疫情期间，直播电商释放出巨大消费潜力，成为传统消费业
态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3月25日出台的《广州市直播电商
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广州要打造“直播电商
之都”，希望充分发挥广州直播商品多、供应链完备等优势，大力
发展直播电商产业，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据悉，广州直播电商研究院设在中山大学，将为直播电商发
展建立行业标准、助力人才培养、提供政策建议。

本报长沙5月20日电 记者刘麟 谢瑶报道：第四届“一
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特别对话活动以线上形式举行，长
沙正式发布C+C全球青年创新伙伴关系计划。

据了解，该计划将聚焦Creativity（创造）和Culture（文
化）两大元素，以资金、政策、平台展示等多种措施为青年发展提
供机会，通过论坛IP、青年驻留计划、媒体艺术产业基金、媒体
艺术节会活动、马栏山媒体艺术集聚区建设等5大举措，为全球
青年搭建交流互鉴和学习互通的平台，助推青年在创意和遗产
领域作出贡献。

未来5年，长沙将以公开征选方式，邀请约1000名来自世
界各地的青年艺术家、青年企业家、青年领袖前来开展人文交流
和产经合作，并邀请约100名青年艺术家、青年科学家、青年创
业者来长沙开展创意工作和创新创业。

5月20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
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出台9项支持政策，便利相关外汇业
务办理。

业内人士表示，新政聚焦解决贸易新业
态外汇管理中的结算便利化，为新业态中小
额分散贸易结算成本高、收款周期长的“痛
点”提供了有力支持，将赋予外贸新业态广
大市场主体更多的活力，也将有助于市场主
体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
34.7% ，市 场 采 购 贸 易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50.9%，已经成为疫情形势下稳定外贸基本
盘的重要抓手。

“当前，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已成为我
国加快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推动贸易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但与传统贸易相比，贸
易新业态多元的市场主体、高频的线上交易
模式，对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有着更大诉
求。”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
王春英表示，《通知》聚焦解决贸易新业态

“小额、高频、电子化”交易中结算不便捷问
题，放宽贸易新业态外汇政策，优化外汇服
务，便利相关外汇业务办理，实施“交易越合
规、汇兑越便利”的信用约束和分类管理。

“当电商平台将外汇跨境结算给国内电
商卖家时，由于当前无明确政策支持，银行
对此类资金跨境会审慎审核，入账时效延
长。”阿里巴巴跨境供应链事业部副总经理
汤红霞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此次新政将为市场主体带来哪些便
利？王春英介绍，《通知》优化了贸易新业态

外汇结算模式，扩大账户收支范围，推动更
多业务网上办理，在降低市场主体综合成本
同时，提升跨境结算效率。

“对跨境电商出口来说，新政策无论是
从企业理顺内部业务流程，还是整体资金通
路上，都给予了更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撑。”深
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经
济日报记者表示。

在汤红霞看来，新政对于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来讲，最大便利是扩大了服务客群。外
综服企业以往仅能服务以外综服企业名义
报关的客户，而对于以自营名义报关的客户
则无法提供资金服务。新政的出台，使外综
服平台可以“一站式”为客户提供多样化资
金服务，帮助客户提效降本，促进线上交易
繁荣。在线电商平台和外综服平台结合，在

线将订单流、资金流、货物流智能匹配，进一
步提升贸易真实性，大幅降低银行合规和监
管部门的成本。

“按照以往政策，出口电商需要将出口
货款先全部收回境内、再对外支付费用，对
资金使用效率有一定影响。按照新政策，出
口电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扣减海外发生的
费用和成本后，将差额部分外汇收回境内，
从而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富友支付副总裁兼国际业务总裁王建
国表示。

民生银行交易银行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通知》为银行在新业态领域提供便利化服
务提供了政策依据，将极大提高商业银行为
中小微企业、个人外贸参与者提供跨境综合
金融服务的能力。

本报济南5月20日电 记者王金虎报道：第一届中国·山
东数字经济优秀项目（产品）大赛在济南开幕。大赛将为获奖项
目开通落户山东省数字经济培育平台的“绿色通道”。

据了解，山东推出了新型智慧城市、数字经济园区、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等系列措施，为各类优秀项目、产品在山东落地营造
了良好环境。本次大赛分为产品组、概念组两个组别开展竞
赛。产品组主要面向企业和创业团队，概念组主要面向高校师
生，每组独立评审。产品组获奖项目优先入驻山东省省级数字
经济园区、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其中，特等奖获得者将获得“山东
省五一劳动奖章”。

山东数字经济大赛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