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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机遇，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深化
农村改革。”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调
研时发表重要讲话，以系统论和战略思维再次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重点部署。从毫不放
松抓好粮食生产，到切实加强黑土地保护利用、
农业科技研发利用、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一
系列明确要求体现着总书记对于老难题和新挑
战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我国汛情严峻的形势下做好各项工作注入
了强大信心和行动力量。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治国之要，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永恒课题。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安全，强调“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提出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
安全观，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突出强调“不误
农时”、以特殊举措重农抓粮，突出做好“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力保粮食能源安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
署，让我们“米袋子”“菜篮子”更加牢靠，成功有
效应对了疫情的考验。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今年夏粮丰收大局
已定，全年粮食产量的“大头”秋粮正处于田
间管理的关键期。此时，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风险意识，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必须
加强政策保障、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粮食安全
省长责任制考核，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
碗，为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各种风险
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有序
奠定基础。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不断在高基点上实现
粮食生产新突破依靠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
是做到创新引领。要加强科技创新，以科技为
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把高标准农
田建设好，把农田水利搞上去，把现代种业、农
业机械等技术装备水平提上来，实现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要加强组织经营创新，推进适度规
模经营，积极扶持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
专业合作社模式，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这是对包括吉林在内
的各农业大省的殷切期望，也是各地区各部门
推动“三农”工作的着力方向。

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
代化。面对当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的历史性目标，时间紧迫，面对未来进军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伟大新征程，任务繁重。各级党委和政府必
须在把握大局中主动担当、迎难而上，坚持农业
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加快
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全力做好乡村振兴这
篇大文章，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
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宏图早日
变为美好现实。

抓住机遇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本报评论员

7月26日，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海面滑行。
当日10时许，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山东青岛团岛附近海域成功

实现海上首飞。这是AG600飞机继2017年陆上首飞、2018年水上首飞之后的又一里程
碑事件，也为下一步飞机进行海上科研试飞及飞机相关性能验证奠定了基础。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鲲龙”海上首飞成功

2020年7月份，在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往年推迟一个月后，
全国1071万名高考考生信心满满踏进考场，迎接人生中至关重要的
大考。

也在这个难忘的7月，202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如期发
布——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同比下降1.6%。其中，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
GDP同比增长3.2%。

先降后升、由负转正。这条V形曲线，仿佛给中国经济成绩单
画了一个大大的对钩。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在时间长河里，2020年不过刹那，却因“答卷人”的历史担当和

无畏气概而留下深刻的印记。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世界经济衰退下行压力，中国社会
治理能力面临巨大考验，中国经济发展韧性面临压力测试。

躬履艰难，其节乃见。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硬
仗中，全国上下展现出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样的决心与意志。
近百项纾困政策密集出台，数万亿元助企资金落到实处，保持经济社
会大局稳定有序，确保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

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再一次见证了中华民族“不断在磨难中
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非凡勇气，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考题一：市场主体如何挺过疫情冲击？

武汉“封城”！
2020年1月23日，这个突发消息让人们心里“咯噔”一下。之后几

天内，全国各省份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省级一级应急响
应。在不少市场主体还没回过神时，一场关乎生死的大考已计时开始。

最先应考的是战“疫”物资生产企业。从春节休息的放松立刻切
换到“战时状态”哪有那么容易：回家过年的员工难以到位，原材料价
格上涨，融资压力倍增……企业的痛感十分强烈。

“生产口罩的熔喷布价格一度从2万元/吨上涨到近40万元/吨。”
成都市新津事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松皱着眉头，原材料、
物流费用不断上涨，员工发放3倍工资等让企业生产成本陡然增加。

减负，当务之急！
财税金融之“手”率先抓住现金流这个“生命线”：对防控重点物

资生产企业扩大产能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性扣除，全额退还疫情
严重期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对运输防控重点物资和提供公共交
通等收入免征增值税；引导金融机构实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
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以优惠利率资金支持生产疫情防控物
资的企业。

下笔有力！4857亿元，这是实施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1月份至4月份新增的减负数额；2800亿
元，这是截至5月30日，为7400家防疫企业发放的专项再贷款。

步入2月份，随着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的推进，新的矛盾接踵
而至：人员如何快速、安全返回工作岗位？产业链上游供应不足怎么
办？货运不出去怎么办？客户难以付款甚至取消订单怎么办？

修复受损甚至断裂的产业链是一道“难题”，又是一道“必答题”。答
好这道题，不仅需要政府有形之手有速度有力度，还得下“绣花”功夫。

各地各部门行动起来。工信部组织行业协会和专家梳理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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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条产业链上50余家龙头骨干企业和7000
余家配套中小企业，帮助大中小企业协同复工
复产；江西举行 20 余场产业链专项对接活
动，协调解决150多户企业的复工复产；广东
搭建税务产业链智联平台，借助税收大数据帮
助企业解决原材料供应不畅等问题……

“国家队”迅疾出手。
“种麦子的自己磨面粉、蒸花卷”，中石化这

样形象地描述自己的“跨界”生产。在口罩产业
链中，中石化原本是最上游聚丙烯原料的生产
者，为保障价格稳定和下游产品供应，他们全面
介入熔喷料、熔喷布和口罩生产。

国机集团、中国石油、兵器工业集团、新兴际
华集团、中粮集团、兵器装备集团等众多位于产
业链龙头或上游位置的大型国企，通过科研攻
关、转产扩产等大力支撑重点产业。

民营企业快速跟进。
3月初的一天，冀发集团有限公司车间，自主

研发设计生产的口罩机终于完整“走”出了第一
片口罩，在场的好多员工激动得热泪盈眶。“凭借
多年积累的自动化研发功底，我们只用15天时间
就生产出了口罩机。”公司总经理王骥满是自豪。

“疫情对企业最大的影响是市场疲弱不振，
使一些企业的信心和预期不稳定。”启迪之星在
全国约有孵化基地130个，总经理沈全洪对中小
企业的“痛点”感同身受。

宏观政策加速跑在中小微企业的困难前头。
加大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值税减

免；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
行业企业，延长亏损结转年限；减免各类企业缴
纳的养老、失业、工伤3项社保费上半年达6000
亿元；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惠及8400多
万职工；免收收费公路通行费1400多亿元；降低
电价气价上半年为企业减负670亿元；实施降准
释放1.75万亿元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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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脚步奋力奔跑。
“疫情期间产生了很多新的细分行业需求，

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业务拓展机会。”中科创星创
始合伙人李浩说，他们投资的一家安防企业做起
了红外测温产品。一家研发无人驾驶技术的企

业瞄准了无人清扫车设备市场，“机遇往往在困
境中生成，创新在限制中酝酿”。

一边是无法正常营业的企业为解决员工生
计而发愁，一边是生意火爆的线上交易平台急缺
人手。盒马鲜生、云海肴、西贝等企业“共享员
工”，京东、苏宁、联想等相继推出人才共享计划，
借巧妙的市场融通中实现了多方共赢。

红外远程测温、肺部AI影像诊疗、智慧社区
疫情防控管理平台、无人机全自主疫情防控巡
检、远程医疗平台及视频咨询平台、声纹考勤打
卡……众多企业在为战“疫”出力的同时，也在寻
求生存发展之机。

企业间协作不断升温。
上万家创业孵化平台普遍通过减免租金、推

介优惠政策、协助拓展市场等方式帮扶企业。“创
客总部为在孵入驻企业2月份、3月份免租金，而
且还专门针对孵化企业推出免费贷款融资、政策
咨询、经营管理咨询、业务对接、市场宣传等服
务。”创客总部合伙人陈荣根说。

龙湖集团宣布，旗下商场的所有商户今年1月
25日至3月31日期间的租金费用减半。这一决定
惠及其布局的10座城市4500多家合作企业。

开放数据、减免费用、对应收账款超期免除
罚息、免费提供服务软件……各企业和机构释放
着最大的“热量”。

风雨，总会过去。政府和市场携手、各类市
场主体抱团，交出了一张中国企业复工复产“高
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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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惊喜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新
动能持续发力。二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8%。支付宝《中国小店经济五一报告》
显示，在消费券发放和“五一”小长假的双重刺激
下，中国上千万家小店正在快速恢复元气。“五
一”期间，有800万家小店的收入已全面超过去
年同期……信心和力量在经济浪潮中奔涌向前。

（下转第三版）

“我们这个扶贫车间与其他县区的不一样，
这位企业负责人精神可嘉，用他的话说，即使亏
损也要干！”听罢宁夏泾源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冶
宝军的一番话，记者心里直犯嘀咕，企业亏了还
怎么扶贫呢？

夏日的六盘山脚下，风清气爽。记者驱车
来到绿树环抱的香水镇思源村。走进一个不大
的院落，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他就是闽宁
扶贫车间宁夏泉祥户外纺织用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水海。

“听说你们企业目前还在亏损？”“亏就亏
吧，估计还得亏两年，到2022年才能开始有‘回
头钱’。我早有思想准备。”黄水海回答得很
干脆。

“您是福建人，到西海固如此偏僻的小山村
扶贫，是出于什么考虑呢？”面对记者发问，黄水
海笑着从手机中翻出一张老照片给记者看，照
片上一行字十分醒目：“黄道桂烈士之墓”，墓碑
下镌刻着“于都县人民政府”几个大字。“我其实
是江西人，只是17岁就到厦门打拼罢了。我的
家乡是于都，爷爷黄道桂是当年红军独立团指

导员，1934年在一次作战中牺牲。”传承红色家
风是他决定到六盘山扎根的动力源。

黄水海在厦门市海沧区创办了聚全祥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而海沧区与宁夏泾源县是对口
帮扶协作伙伴关系。应海沧区在宁夏泾源的挂
职干部之约，他到西海固实地考察。参观完六
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黄水海心潮澎湃：“这个
扶贫车间我干定了！”

但是企业扶贫的代价可不低。黄水海给记
者算了一下账：尽管当地政府建了1600平方米
的厂房，相应税收都有优惠，地价和电价便宜，
工人工资也比厦门低，但几十种包的面料要从
2000公里外的浙江运过来，成品要经石嘴山惠
农口岸再经天津港销往华中、华南地区，或出口
至欧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廉价的成本
都被物流费用抵消了。

黄水海说，宁夏六盘山的人力资源是非常
重要的红利。泾源县思源村的扶贫车间有100
多名员工，还可以到十字村、园子村或周边隆德
县、彭阳县的乡村建分厂。“我计划两年内在六
盘山红色老区建设10个扶贫车间，员工将达到

1500人，规模上去了，效益也就有了。”
走进生产车间，100多名工人正在忙碌。

43岁的女工摆香芳指着窗外告诉记者，她家住
3里地之外的新民乡石嘴村，家里有3个孩子，
丈夫前年因车祸失去打工能力。但摆香芳在工
厂每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家里还养了2头牛，
日子并没有那么难过。

走进泉祥公司的小展厅，各式各样的旅行
包、学生书包、时尚腰包琳琅满目。“这款旅行包
在欧美订单最多，那款腰包在日本、韩国非常走
俏……到2022年，我们在六盘山附近的10个扶
贫车间将全部达产，月均产能可达400万个包，
产值将超过1亿元，纯利润可达600万元。”黄水
海说。

“更有前景的不只这些。”黄水海顺手从展
厅左上角拿下一个学生书包，“这是用超纤草等
轻质特殊材料制作的，不仅能预防孩子们脊柱
弯曲，还具备避雨、漂浮等功能，这款包在日本
售价1000元人民币，在亚洲国家非常畅销。随
着新产品的推出，相信泉祥的这些扶贫车间将
从小亏转为大赢。”黄水海语气非常坚定。

红色基因铺设坚实扶贫路
——宁夏泾源县思源村采访记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拓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