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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从未要求运营商降速
针对网络传言“为了建设 5G 限制 4G 网
络”
，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
发展司司长闻库 8 月 22 日表示，工业和信息
化部之前从未，将来也不会要求相关运营商
降低或限制 4G 网络速率。
“监测数据显示，
4G 网络速率持续稳步提
升。
”
闻库表示，
前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搭建了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
市）的监测平台，
通过技术手段监测 4G 网络速
率，
目前每季度监测样本数已超过 7100 万。监
测数据显示，近年来全国 4G 平均下载速率持
续稳步提升，
2019 年 7 月份达 23.78Mbps，
整体
上未出现速率明显下降的情况。
对于有 4G 用户表示，
4G 网络速率变慢，
闻库表示，
受多种因素影响。从技术角度看，
4G 网络属于共享网络，接入同一基站的所有
用户共享该基站的带宽资源，不存在单个用
户始独占特定带宽和速率的情况，用户速率
会在一个区间内波动。
“从用户数角度看，
随着 2G/3G 用户加速
向 4G 迁移，截至 2019 年 7 月份，我国 4G 用
户数达 12.4 亿，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8.3%，
尤
其在演唱会、
火车站等用户密集区，可能存在
用户数过多造成暂时的体验速率下降的情
况。”
闻库说。此外，
闻库还指出，
网站访问量过
大造成阻塞、
“达量限速”
套餐流量使用达到了
限速阈值、
个别地方网络维护改造等原因也会
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影响用户体验速率。
闻库还表示，大流量套餐的普及给 4G
网络带来了较大压力。近年来，
视频类业务快
速发展，运营商相继推出了大流量套餐来吸
引用户，进一步释放了用户流量需求。统计数
据显示，2018 年全年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
量（DOU）为 4.42GB，而今年 7 月份 DOU 已
达 8.33GB，
给 4G 网络带来了较大压力。
对此，
闻库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从三
方面入手，
推动移动网络扩容升级，让用户切
实感受到网速更快更稳定。
一是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工作遥 2019
年 5 月份，工信部、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开展
深入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 2019 专项行动》的通知，针对地铁、学
校、
医院、
大型场馆等流量热点区域和覆盖薄
弱地区，进一步完善 4G 网络覆盖。深化电信
普遍服务试点，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 4G 基
站建设，提前实现全国 98%的行政村 4G 覆
盖。截至 2019 年 7 月份，我国 4G 基站规模
已经超过了 456 万，网络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二是指导运营商积极开展网络扩容升
级遥 面对移动互联网业务快速发展对 4G 网

络带来的巨大压力，运营商积极推进新技术
应用，通过引入载波聚合、3D-MIM0 等新技
术来提升网络容量。同时，加快内容分发网络
（CDN）向网络边缘延伸，实现互联网信息源
的就近访问，
改善用户上网体验。
三是统筹推动 4G 和 5G 协同发展遥 目
前，5G 网络建设发展刚刚起步，建成覆盖全
国的 5G 网络还需要数年时间，
4G 作为移动
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将与 5G 网络长期并
存，不存在建了 5G 就拆除 4G 或限制 4G 速
率的必要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利用 5G 高
速率大带宽的特性疏导 4G 网络流量的同
时，也在持续做好 4G 的运维和改造，双管齐
下，
保障用户使用体验。
渊新华冤

广告

2019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一 己亥年 七月二十六

抢险保畅通的
“敦白身影”
—中铁建电气化局三公司敦白项目部参与抗洪抢险侧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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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潞安：
唯待春风看牡丹
■ 新华网 胡可璐 任禹西

了更多可能。

“庭前芍药妖无格，
池上芙蕖净少情。唯
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牡丹是我国著名的传统观赏花卉，
被誉为
“花中之王”
，
自古以来引无数文人骚客讴歌赞
美。在大多数人眼中，牡丹娇艳多姿、雍容华
贵、
国色天香，
但在一位山西汉子的眼中，
牡丹
早已突破传统观赏价值，
在食用、
药用、
保健等
多个领域都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冯国宝，山西潞安智华公司（以下简称：
潞安智华）董事长。2013 年，
潞安集团响应山
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百企千村产业扶贫开
发工程”的号召，将油用牡丹列为农业产业扶
贫项目，并作为潞安转型发展产业“两桶油”
之一。
一朵牡丹，承载着老乡脱贫致富的希望；
一朵牡丹，
肩负着三晋乡村振兴的梦想；一朵
牡丹，
在太行山区真正
“花开富贵”
。
农民出身的冯国宝和他的团队，带领当
地贫困户，将牡丹种植在上党地区的沟沟壑
壑中，
所到之处花开烂漫。

黄土地盛开的
“富贵花”

荫冯国宝接受采访。任禹西 摄

丹是一种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具有产籽量
大、
含油率高、品质优、抗性强等特点，
能在一
些边际土地上种植，可与经济林等间作，
一年
不靠
“颜值”
靠
“实力”
种植可连续 30 年以上收获，对农民来说是一
“铁杆庄稼”。
花可观赏，根可医病，籽可榨油，蕊可做 劳永逸的
“油用牡丹耐干旱、耐贫瘠、耐高寒，还不
茶，
牡丹浑身都是宝。
需要换茬，
能够有效减缓土壤板结沙化，
尤其
牡丹为多年生落叶灌木，
属木本植物，原
特别
产于中国长江、
黄河流域的山间或丘岭中。据 是栽植时不用浇水，成活率达 98%以上，
《神农本草经》记载：
“牡丹味辛寒，
一名鹿韭， 适合山西这样的干旱缺水地区种植。油用牡丹
一名鼠姑，
生山谷”。从南北朝开始，至今在我
籽的亩产油量是大豆的 2 倍多。”
冯国宝说。
近年来，随着科研人员对牡丹的研究越
国已有 1500 年的人工栽培历史。牡丹的根皮
牡丹籽中的“油”
逐步被开发利用。
可入药，即中药丹皮，具有清热凉血、活血散 来越深入，
相关研究证实，
牡丹籽油富含 琢 亚麻酸、
不饱
瘀的功效。
植物甾醇、芍药苷、
氨基
据不完全统计，当今全世界共有栽培牡 和脂肪酸、牡丹多糖、
丹品种约 2000 种，其中 100 多种有一定的结 酸等多种营养成分，呈小分子状态，易于被人
实能力，但用于油用牡丹栽培的主要是凤丹 体吸收。
2011 年 3 月，牡丹籽油获得原国家卫生
牡丹和紫斑牡丹。冯国宝向记者介绍，油用牡

部“新资源食品生产许可”
，标志着牡丹由单
一观赏逐步走向观赏、药用、油用、种苗出口
等深层次、
多领域、全方位的综合开发利用之
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木本油料
产业发展的意见》也明确将油用牡丹列为国
家三大木本油料作物之一，对牡丹籽油产业
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潞安智华牡丹油厂的洁净车间，新华
网采访团队看到，牡丹籽脱壳、压榨等国产设
备正在高速运转着，工人们穿着洁净的工作
服在设备前操作。该厂可日均生产牡丹籽油
6 吨，年产 2000 吨。牡丹油厂技术负责人段
建华告诉我们，该厂按照 ISO 22000 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严格管理，采用先进牡丹籽油生
产工艺，坚持低温物理压榨，完整保留牡丹籽
油中的活性成分。近年来，国内牡丹籽仁壳分
离工艺快速发展，让牡丹籽油规模化生产有

今年是潞安集团在贫困县大面积推广牡
丹种植的第 6 个年头。再过十几天，
山西太行
山区、
吕梁地区的牡丹种植户将会迎来丰收。
山西省属于黄土高原地貌，山峦起伏，
沟
壑纵横，具有
“十年九旱”的特征。土地肥力水
平低，水土流失严重，农田生态环境脆弱，面
对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冯国宝
最初也有困惑：什么样的农业产业项目既能
适应山西气候环境，
又能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通过与国家林业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多次调研论证，
他们将牡丹这一图纸上的产业链搬到这片黄
土地上。在相关科研机构的支持下，冯国宝和
他的团队开始做组培育苗试验，开展品种选
育、
标准化栽培等研发工作，并将培育出来的
油用牡丹苗免费发给农户种植。
“牡丹种起来并不难，挖坑插苗，跺一脚
土，
第二天就活了”
。说起种牡丹，长治市武乡
县魏家窑村的骈效青便滔滔不绝。种牡丹对
于像他这样常年从事田间劳作的农民来说，
既轻松又容易有收成。
在魏家窑村，有将近一半的农户都种了
牡丹。
“牡丹不需要施太多肥，也不用浇水，
打
理起来不费劲，荒山野地都可以种，潞安智华
还派了技术员指导我们。”骈效青家里种植了
2 亩油用牡丹，去年牡丹籽收购时获得了
2000 元的收入。
“油用牡丹的劳作时间主要集中在 4 月
至 10 月，每月只需 15 天，田间管理简单，有
老人和妇女的农村家庭适合种。”
冯国宝说。
不过，一些农户也有自己的担心。由于油
用牡丹是新兴经济作物，
见效周期长，从植株
初次落地到收获牡丹籽需要 3 年时间。这头
3 年，
万一没人收籽了咋办？
咱下转 P2暂

2019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呈现六大新气象

入围门槛持续提升；
超大型企业继续增长；
利润水平有所提升；
社会贡献持续加大；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走出去步伐加快，
出口总额实现较大增长
8 月 22 日，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9 年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榜单。与去年相比，有
85 家企业新进入榜单。另外，
有 20 家民营企
业 500 强入围世界 500 强，
比上年增加 3 家。
透过榜单，一幅我国民营企业 500 强“画
像”
完整地呈现了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榜单是在全国工商
联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按照上一
年的年营业收入总额降序排列产生的。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在发布报告时，
总结了 2019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呈现的新
气象：
入围门槛持续提升；超大型企业继续增
长；利润水平有所提升；社会贡献持续加大；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走出去步伐加快，出口总
额实现较大增长。
2018 年，民营企业 500 强聚焦实业、
做精
主业，坚持自主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强
质量品牌建设，主动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打好
“三大攻坚战”
，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外，通过分析，还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
问题，如企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融资成本、
原材料成本、税费负担依然是民营企业 500

强感到影响最大的三项成本。

营收入围门槛提高至185.96亿元
榜单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华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 7000 亿元，达到
了 7121.02 亿元。这也是华为连续第 4 年蝉
联冠军。而对比 2016 年初登榜首时，华为的
营业收入整整翻了一番，
增势强劲。
紧随其后的是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和苏宁
控股集团，营业收入分别是 6182.93 亿元和
6024.56 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2019 年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入围门槛又创新高：最低营收也达到
了 185.86 亿元。这一入围门槛，较上一年度
增加了 29.02 亿元。
根据榜单，超大型企业继续增长。2018
年，12 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000 亿元，比
上年增加 3 家。
与此同时，榜单显示，民企变得越来越
“有钱”了：
2018 年资产总额超过 1000 亿元
的企业有 76 家，比上年增加 15 家。其中，恒
大集团有限公司以 1.88 万亿元的规模，排在

民营企业 500 强资产总额首位。
“500 强民营企业入围门槛提高、超大型
企业继续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万
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万博兄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滕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一方面有利于产业集中度的提升，反映了
企业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同时也要注
意在国内防止形成垄断，要注意保护中小企
业、
创业企业的生存空间，保持微观层面的竞
争活力。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究竟需要多少年才
能成长为 500 强？天眼查数据显示，
上榜的企
业中，注册时间集中于 1992 年-2011 年，其
中 2003 年注册的企业最多，有 41 家。
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省企业上榜最多，
有 92 家，其次为江苏省、山东省和广东省，
分
别是 83 家、61 家和 60 家。
上述四省的上榜企业数量达到 296 家，
占比为 59.2%。
“与上榜企业数量相对应的是，2019 年上
半年这几个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居全
国前 4 位，在全国 GDP 中的比重达到 41%，

其中广东省、江苏省、
山东省和浙江省的 GDP
比重分别为 12.3%、
11.8%、10.2%和 6.9%。上
榜民营企业数量与各省 GDP 规模的大致匹
配，表明民营企业是各省经济增长不可或缺
的重要发动机。”财信国际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财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对记者表
示。
他同时表示，除了与各省 GDP 排名相匹
配外，上述各省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余额
比重，也居于全国前四位，2018 年末其占比
分别为 10.7%、
8.6%、
5.7%和 7.8%，合计比重
为 32.8%，反映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
支持与经济增长大体匹配。

新经济企业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
透过榜单，记者注意到，第二产业入围企
业 337 家，
继续占据主体地位。其中，制造业
入围企业 295 家，
比上年增加 7 家。第三产业
入围企业 157 家，比上年减少 5 家，资产规模
和营业收入分别占 500 强的六成和四成，比
重均比上年有所提升，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
长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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