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3534期（总14107期） 今日12版

农历庚子年六月十七

经济日报社出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1-68

主 流 权 威 公 信 力

ECONOMIC DAILY

星期四
2020年8月

日6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向黎巴
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国首都贝
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
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
康复。

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保护市场主体就是保护社会生产力，激发市
场主体活力就是增强发展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
工作，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至关重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对此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立足当前经济形势，
善于在危机和变局中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努力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宏观政
策应对力度，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经
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明显加
快。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疫情对我国经济和世界
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外部风险明显增多；国内经济恢
复仍面临严峻挑战，很多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
压力。惟有千方百计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才能为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积蓄更多内生力量。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认识要准确到位、

举措要有的放矢。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明确提
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各地区各部门加紧落实中央部署，及时出台了一
系列保护支持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其目的不仅
要使广大市场主体在突如其来的困境中能够正常
生存，还要不断释放其内在活力，确保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逆势前行。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在
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全
国上下勠力同心，各类市场主体团结协作、奋力自
救，积极参与应对疫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重大
阶段性成果。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面对经济形势较大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惟有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更加
有的放矢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能在现有基础上
推动经济社会实现更大发展。

在宏观政策上，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各
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千方百计落实好纾困惠企

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继续
减税降费、减租降息，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达基
层、直接惠及市场主体；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
度、精准导向，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
小微企业。

在制度建设上，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精心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一方面，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
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全面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好外商投资法，
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另一方
面，要更多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支持企业家以恒心
办恒业，积极帮助个体工商户解决难题，提供更直
接、更有效的政策帮扶。

在激发活力上，要把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放在
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广大企业家要勇于带领企
业战胜当前的困难，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做创新发
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努力把企业打造成为
强大的创新主体，引领企业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千方百计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全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系列谈之四

本报评论员

6月中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动
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 1.5 万亿
元”。商业银行是实体经济融资的主要“供血者”，
也是对企业让利的主力军。如今，各家银行推出
了哪些让利措施，企业是否享受到银行让利带来

的实惠？
浙江绍兴上虞宝航纺织品公司是一家主要销

售纺织品、服装、包装材料的企业。“随着国内疫情
防控好转，公司二季度订单逐渐增多。为了更好
保障复工复产，我们向上虞农商银行申请新增授
信及贷款。”公司财务负责人袁航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上虞农商银行多次上门走访，给予600万元
抵押贷款、200万元信用贷款的授信支持，有效缓
解了公司的资金压力。”

记者在绍兴调研发现，为支持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降低利率已成为当地商业银行普遍采取的
措施。飞翼生态是一家集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
销售、配送、观光、科普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公司，
被列为嵊州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生产金融服务重
点企业。“嵊州瑞丰村镇银行了解到相关情况后，

主动下调贷款利率，助力公司轻装上阵。”公司负
责人杜东方告诉记者。

商业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吃息差”，降低利率
就意味着让出“真金白银”。研究机构认为，目前，
金融让利实体最直接的路径就是银行贷款利率下
行。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谷澍介绍，“工行加大对小
微企业的让利力度，上半年新发放普惠贷款利率
4.15%，较去年下降37个基点”。

目前，整个银行业都在加大让利小微企业的
力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7月20日发布的最新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年期LPR为 3.85%，
5年期以上LPR为4.65%。而在半年前，这两个数
据分别为4.15%和4.80%。LPR的明显下行，意味
着商业银行给企业让出了“真金白银”。

（下转第三版）

编者按 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不少中小微企业面临生产经营困难。为此，

金融机构纷纷推出帮扶措施，为企业纾困解

难。如今，这些纾困举措实施效果如何，企业

有怎样的实际感受？本报今日起推出“看助

企纾困政策如何落地”系列报道，聚焦相关政

策落地实施情况。敬请关注。

银行业：合理让利 放水养鱼

今日“读懂我们的全面小康”系列专家
访谈特别报道的主题是“全部脱贫，全面小
康的底线任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党确定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全面小
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能否打赢

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同全国人民一道
迈入小康，这个底线任务不能打任何折扣。
只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现“真脱贫”，才
能凸显全面小康社会成色，才能让人民群众
满意，让全面小康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详见四版）

全部脱贫，全面小康的底线任务

创下两项世界纪录的中老昆万铁路元江特大桥顺利合龙；位
于云南丽江玉龙雪山海拔4430米的5G基站建设完成验收；填补
云南新能源乘用车制造空白的北汽集团昆明基地生产的1000辆
汽车完成交付……盛夏时节，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升温。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云南经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上半
年，云南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1129.77亿元，同比增长0.5%。其
中二季度同比增长4.8%，较一季度回升9.1个百分点，展现出了云
南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应对疫情——
大项目压舱，稳住经济基本盘

7月1日，随着最后一片桥面板精准落入预定位置，世界上跨
度最大的上承式连续钢桁梁铁路桥——中老铁路元江双线特大
桥合龙，标志着中老铁路重难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云南铁路部门发挥“火车
头”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不减。随着中老铁路玉溪至磨憨段、
大理至临沧铁路等重点项目有序推进，上半年中国铁路昆明局
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154.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32.2%。

以投资拉动经济，云南铁路、机场、水利、能源等领域重大项
目建设多点开花，捷报频传。

“滇中引水”作为西南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
水资源配置工程，截至6月10日，工程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94.82
亿元，除水源工程外，输水工程各标段已全部开工。6月29日，
作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的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正式投
产发电。

云南省以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压舱石”
作用明显。上半年，以滇中引水、渝昆高铁、玉磨铁路、“能通全通”
等工程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目前，基础设施重大工程
完成投资1707亿元，已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58%。

在大项目、大工程的带动下，上半年，云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3.5%。其中，二季度增长14.9%，比一季度提高26.5个百分点。

转换动能——
“新基建”赋能，打造发展新引擎

疫情期间，云南首个“5G+VR”隔离探视系统在昆明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上线。在隔离区外，感染性疾病科主任李武与病人
完成了一次“面对面”互动交流。“比以前的二维图像监控更加细
致，精神状态、肢体动作都能看到，就和站在患者跟前一模一样。”

李武说。
这样的VR隔离探视随时可以进行，正是基于云南省新一代信息网络的加快构建。截至目

前，云南建成5G基站9131个，实现核心城区覆盖。到2022年，云南计划建设5G基站达8万个，
进一步补齐网络短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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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梨树村的二次创业
本报记者 孙潜彤

看助企纾困政策如何落地 ① □ 本报记者 陆 敏 彭 江

8月5日，重庆万盛经
开区金桥镇青山村，农民
在自家院坝晾晒玉米。
立秋在即，重庆市万盛经
开区的夏熟作物陆续进入
收获期，农民抓住晴好天
气，抢收玉米、高粱、豆子、
花生、辣椒等农作物。

曹永龙摄
（中经视觉）

天晴好晒秋

辽宁省凤城市，葱翠的山岭上，高约10米
的“干”字丰碑矗立其间。醒目的大字“撸起袖
子加油干”直抵人心。没错，这里就是以实干
精神闻名全国的大梨树村。

因为实干，昔日的荒山秃岭变成了全国最
大的村级集体果园、全国首批农业旅游示范
点；因为实干，500多户村民住进了现代新村
的公寓、别墅，水、电、气、暖等设施一应俱
全……带领大家实干的“老书记”毛丰美为此
积劳成疾，长眠于此。

有了好家底的大梨树村还要怎么干？
握着“接力棒”，新任村党委书记毛正新带

领村民开始了二次创业，他说：“新时代更需要
加油干，但我想在‘实干’‘苦干’上再添两个
字——‘巧干’。”

村民王雪是大梨树现代农业展示馆的管
理员。以前这项工作都由农科院专家来承担，
现在经过培训的村民已经能够胜任。王雪一
边给花木剪枝，一边向游客介绍，“这是番石
榴，那个是莲雾，还有一株结出多种果实的神
奇‘嫁接王’”。这个投资5000万元的展示馆
就像一个热带花园，为大梨树村的旅游业增添
了魅力。

巧干咋干？一产出新，二产挖深。传统农
业+巧干，变成了设施农业和观光农业。200
多栋温室大棚，产出的蓝莓和葡萄远近闻名。

村里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园，目前
已成功孵化10家企业，带动就业100多人。孵
化园还与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对接，为入孵企
业搭建信息平台，并大力培养相关人才。

挨着村里的黄金位置——大梨树影视城，
39岁的张景友接连开了餐饮、超市、工艺品3
家店，年收入20多万元。到了晚上，张景友带
着孩子逛影视城，能够免费看大戏。7月19
日晚，凤城市老年体协艺术团正在这里表演，
歌舞节目就有20项。张景友边看边告诉记
者：“白天挣钱，晚上看戏，日子美滋滋的。”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大梨树村变美了。
“美也是生产力。”负责村生态旅游宣传的于丽
介绍，近3年，大梨树村年均接待游客40多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000多万元。旅游业带
动村民及周边数千人就业，村民就业率达百分
之百。优美的环境、齐全的配套设施，大梨树
村还吸引来200多户外地人到这定居。

2019年，全村实现社会总产值突破16亿
元，村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集体纯收入
25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22000元。

“老书记”毛丰美的愿望——“让大梨树的
老百姓过上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已然实现。
继续实干苦干巧干，毛正新有底气说出自己的
梦想，“让大梨树的老百姓过上城里人都羡慕
的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