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减”堵点、税费、障碍，“加”支点、动能、信心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
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
各方在坚持“动态清零”的同时大力支持市场主体共克时
艰，打出有温度、有力度的政策组合拳，精准帮扶企业特
别是骨干企业复工复产，努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

“减”复工堵点，“加”链条支点

“当时两批芯片卡在保税仓，运不出去下游车企可能就
要停产，那时真是心急如焚。”5月中旬，望着车间里机器
轰鸣的生产场景，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付作军回忆一季度末企业面对的压力，十分感慨。

“火烧眉毛”之际，深圳市工信等部门和相关工作专班
及时出手——经过多方协调，企业最终及时交货，解了燃
眉之急。近期发布的一季度业绩预报显示，汇川技术营收
达到46亿元至49亿元，同比增长35%至45%。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双链”安全，骨干企业是关键
节点。从厂区实施封闭管理，到开展免费核酸检测，帮助
链上企业恢复生产……深圳市工信局局长余锡权说，通过
组建“保双链”工作专班，一季度以来，深圳得以确保重
点企业工人不停工、生产线不停产。

“要让企业延续旺盛的发展势头，就必须千方百计减掉
复工堵点，同时尽可能为产业链条增加保障抗疫与生产并
行的‘支点’。”余锡权说。

从渣土倾卸、混凝土搅拌站设立，到原材料运输、工
人入场……在上海，为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减堵点、增

“支点”的工作同样在有力推进。
5月3日，上海市住建委发布第一批重大工程建筑工地

复工复产“白名单”，涵盖腾讯、中芯国际等 24个重大项
目。腾讯云华东区域总经理李潇说，上海市重大办、经信
委等部门针对建设单位的专项工作节点进行对接协调，项
目正式复工还带动了7家供应链单位复工复产。

位于北京大兴的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
年 3月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获批，满负荷
的生产组织安排，却遇到生产和仓储配套空间不足等困难。

“政府帮我们协调供应链企业复工复产、办通行证、协
调扩产场地……”热景生物副总经理余韶华向记者一一列
举了政府部门的支持。他说，在市、区两级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从“干着急”到堵点不断打通，现在公司用于扩大
生产的净化生产车间已经基本建成。

今年 4月，针对企业最关心、最迫切的现实困难，北
京市推出帮扶企业18条措施，并建立起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协调机制。北京市复工复产防控办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
部门及属地正切实主动靠前服务，全力支持保障企业产业
链供应链通畅。

“减”税费租金，“加”发展信心

在还没申请的情况下，公司的扣税账号上就收到退税
资金——回忆 4月初看到资金到账信息的那一刻，深圳市
传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佐强说，自己既意外，也感
动。

这家规模不大的企业办公场所位于南山区粤海街道，
属于疫情防范区，按照南山区的相关助企纾困措施规定，
公司还将获得5000元的租金补贴。

“补贴额度不大，但是给我们的鼓舞很大，让我们有信
心拼下去。”佐强说。

想方设法为抗疫前行的企业减轻包袱，增加动能，让
企业轻装上阵，各地在精准发力。

深圳市今年3月下旬发布的“惠企30条”，把降成本作
为政策实施的发力点，预计将为市场主体减负超750亿元。

北京市推出帮扶企业 18条措施通过减税费、减房租、
减疫情防控支出等，将惠及 160多万户中小微企业，资金
总规模约1300亿元。

上海 3月下旬发布的政策措施，初步测算，仅税收相
关政策2022年就可以为上海相关行业和企业减负1400亿元
左右。

深圳市提出，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加大融资增信
支持力度。深圳市虹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近期获得了深圳
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的低息银行贷款，且贷款
利息及担保费用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予以返还。

虹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焦一鸣说：“这笔低息贷
款大大缓解了我们短期内的经营压力。”

上海市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到5月8日，上海
各金融机构向 731家抗疫物资保供企业、物流企业发放贷
款335亿元；向餐饮零售、旅游运输等受疫情影响的1万多
家企业发放贷款723亿元。

在多重举措的支撑下，不少企业特别是骨干企业的信

心增强。“疫情带来不确定性，但我们依然看好中国市场，
计划在金山区建设个人护理产品技改项目。”巴斯夫护理化
学品（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培世说。

“减”物流障碍，“加”经济活力

物流是经济的血脉，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
节。在防疫的同时，确保物流不受阻碍，至关重要。

在上海松江区，为提升企业复工申请、员工返岗、车
辆通行、疫情监管等环节的工作效率，“复工复产防疫通”
平台 5月 3日正式上线运行。截至 5月 10日 18点，已完成
2196家“白名单”企业信息等数据导入，在线生成车辆通
行电子证明1027张，已在岗人员4.5万余名。

近日，北京经开区向企业园区、厂区发布了新版的疫
情防控和生产保障工作指引，首次加入“场景化”设置，
针对常态化、疫情升级、应急处置三种风险等级，细化制
定疫情防控和生产保障三级工作方案。

“在应急处置情况下，企业将在疾控部门指导下启动闭
环管理，以最小生产单元编组，运输环节实施无接触装卸
货，努力保持生产物资正常运输。”北京经开区有关负责人
介绍，北京经开区将全力保障企业生产，通过可操作的工
作指引，做到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两不误”。

在有力举措带动下，多地物流需求已逐渐回暖。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深圳机场保障国际及地区进出港
货运航班量同比增长 19.7%，货量同比增长 10.4%。今年 4
月，深圳机场国际及地区货运航班量同比增长62%。

互联网物流平台货拉拉的数据显示，今年 3月 1日到 4
月 20日，深圳多数日期的订单量基本与 2021年同期持平，
其间平均每天有118位司机选择成为货拉拉司机。

奔腾的车轮不停息——5月中旬的深圳，暴雨红色预警
不时降临，但整座城市依然在高速运转。

“当前多地扶持纾困政策已经取得积极成效，各地政府
还要更多帮助企业打通供应链、产业链的梗阻，推动扶持
政策前置、贴身服务为企分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国 （深圳） 综合开发研究院数字战略和经济研究所所长曹
钟雄说。

（记者 王攀 姚玉洁 孙飞 印朋 郭宇靖 龚雯）（新华社
北京5月16日电）

用好政策“加减法”打通堵点强信心
——多地精准发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综述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朱超） 针对七
国集团外长会14日发表公报多处谈及涉华议题，外
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6日表示，中方在涉港、涉疆、台
湾、涉海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已向七国
集团主席国表明坚决反对。中方敦促七国集团尊重
中国主权，停止以任何形式污蔑抹黑中国和干涉中
国内政。

赵立坚是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
作上述表示的。

“七国集团外长会这份所谓公报长篇大论，无视
中方严正立场和客观事实，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
污蔑抹黑中国，并再次借俄乌冲突等对中方施压，言
辞荒谬，不值一驳。”赵立坚说。

赵立坚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尊重中国主权，停止以任何形式污蔑抹黑中国和干
涉中国内政，不要以“家法帮规”霸凌他国。

赵立坚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真正着眼世界和
平与发展，停止搞双重甚至多重标准，停止动辄派军
机舰船到别人家门口耀武扬威，停止动辄到别国搞

“颜色革命”，停止动辄非法制裁他国或搞长臂管辖，
停止编造、散布关于中国的谎言和谣言。

他说，中方敦促七国集团承担自身责任，履行应
尽的国际义务，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全球治
理，加强同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合作，为
应对全球性挑战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发挥积极作
用，而不是抱守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大搞“小
圈子”集团政治，人为制造对立和分裂，唯恐天下不
乱。

外交部：

敦促七国集团停止以任何形式污蔑抹黑中国

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16日电（记者 蒋超） 巴
基斯坦外长比拉瓦尔日前在一场线上新冠疫情国际
会议上发表讲话时，高度评价中国“动态清零”防疫
政策，认为这一政策立足中国实际，在抗击疫情等方
面“尤为成功”。

据巴基斯坦外交部公布的讲话稿，比拉瓦尔说，
应对疫情的任何方法都必须以科学证据和逻辑为坚
实基础，应对、监测和评价疫情应以流行病学和社区
医学的既定方法为指导。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制
定自己的策略，不应一刀切。

比拉瓦尔以中国为例说，中国“动态清零”政策
立足本国实际，“在消灭病毒、挽救无数人民生命和
迅速恢复经济等方面尤为成功”。

比拉瓦尔还表示，中国从一开始就在抗击疫情
方面给予巴基斯坦极大支持。他在讲话中呼吁国际
社会加强合作协调，团结一致应对疫情。

巴基斯坦外长：

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尤为成功”

索马里众议长阿丹·穆罕默德·努尔15日说，前
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当天在总统选举第三轮投
票中获胜，成为该国第十任总统。现任总统穆罕默
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承认败选。

图为5月15日，一名索马里议员在摩加迪沙的
索马里总统选举现场投票。

新华社发（哈桑·巴希 摄）

新华社雅加达5月16日电（记者 汪奥娜） 一
辆客车 16日在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一条高速公路
上行驶时失控侧翻，已造成至少 15人死亡、16人受
伤。

据当地救援部门16日发布的消息，事故原因可
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这辆客车在莫佐克托市的
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失控，造成车身侧翻、车
头严重损毁。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进一步展开调查。

据悉，伤者已被送至附近医疗机构救治。

印尼东爪哇省发生车祸致1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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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山樾商住小区2号楼购房人：
匀山樾2号楼现已建设完毕，已达到交房标准，请购

房人于 2022年 5月 1日起带上身份证、合同、交款凭证、
维修基金凭证原件到匀山樾售楼中心办理接房手续。联
系电话；0854-8687777

特此通知！
黔南州亿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7日

接房通知

记者从16日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上海16个区中已有15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
（区内社会面连续三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报告），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5月16日起，上海将分

三阶段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图为5月16日，外卖骑手在上海市宝山区一家饭店门

口取餐准备派送。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16
日在官网发布《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
告》。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1年，中
国新闻事业全媒体化、平台化趋势日
益显著，全方位增速发展，报纸、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规模增长放缓并继
续致力深度融合与数字化转型。

这是中国记协自 2014 年以来发
布的第六份有关中国新闻事业发展
状况的年度报告。报告称，自2020年
发布上一期报告以来，中国新闻事业
面对媒体深度融合时期的机遇和挑
战，出现一些新变化、新发展，本期报
告尽可能予以反映。

报告称，两年间，媒体平台技术、
数字化传输技术、高新视频技术、人
工智能、5G 等新技术驱动媒体变革
与创新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百万
新闻从业人员素质能力持续提升，人
员结构渐趋年轻化、高学历化。新闻
工作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新闻
职业道德建设持续加强，媒体社会责
任报告发布范围不断扩大，量化评价
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

据介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
版署和部分新闻媒体为报告提供了
2020 年及 2021 年的最新数据材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承担了本次
报告的起草工作，外文出版社承担了
翻译及出版工作。报告将翻译成英
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等多语种版本同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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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前总统马哈茂德再次当选总统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坊七巷早已不在了”
新华社记者 姜潇 许雪毅 包昱涵

（上接第一版）
“100多天时间就把这里抢修起来了！不久后，三坊七巷

里其他历史建筑也陆续被修缮、保护起来。”时隔多年，回忆
那次文物“解救行动”，福州文史专家李厚威记忆犹新，并一
直感念着习近平总书记，“如果没有他的保护支持，三坊七巷
早已不在了！”

推动确定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条例、建立文物局和考古
队、要求城建项目立项时需文物部门盖章……在福州工作期
间，习近平为当地建立文化遗产保护长效机制奠定根基。

“从保护文物本身，到提升全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将
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视作同等重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留给
我们的智慧和财富。”福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说。

三十多年过去了，从“保下来”到“活起来”，三坊七巷活
态遗产焕发着新的生机。

走进三坊七巷，但见白墙黛瓦、飞檐翘角，与软木画、油
纸伞、寿山石等民间艺术业态相映成趣；古厝连绵中，各类主
题博物馆、地方戏曲演出与名人故事、明清建筑“亲密接
触”……“古厝+非遗”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三坊七巷在保护

中“活化”利用，持续释放活力。
“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年过七旬的陈永健，

是福州三坊七巷一名志愿讲解员。他喜欢把讲解第一站安
排在林觉民故居，在布置一新的展厅里为游客深情朗诵《与
妻书》。

“投影墙上的情景片段，能让游客感同身受，很多人听了
都双眼盈泪。”陈永健说，“林觉民故居展陈的全面提升，是对
三坊七巷文化遗产保护的接力。”

修缮保护，延续文物古建的生命；文化传统，滋养一个民
族的灵魂。

“很多旅居海外的人回来后，专程要到三坊七巷走一
走。”在三坊七巷出生长大，陈永健对这里有着深厚感情，“我
从小听着林则徐、沈葆桢等仁人志士的故事长大，那种‘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气节激励着我。现在
我站在这片古建筑里讲他们的故事，更有自信、有底气。”

20年前，习近平应邀为《福州古厝》一书作序时，这样写
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
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岁月流逝，情怀如一。
造访广州永庆坊，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

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
走进北京胡同，提出“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

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
登上平遥古城墙，要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

态”；
……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饱含对历史文化的深情，始终高度重

视古街古城保护，守护民族文化根脉。
“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

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博大
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
跟的根基”。

从保住一条巷，到珍视一座城，再到治理一个国，在习近
平总书记心中，文化情怀融汇于家事国事天下事，历史责任
贯穿着昨天今天和明天。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