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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将打造
千亿级光伏产业集群
25 日上午，总投资约 200 亿元的成都淮
州新城通威太阳能有限公司光伏产业基地项
目开工，
预计全面达产后，
将助力成都打造千
亿级光伏产业集群。记者了解到，
通威太阳能
有限公司光伏产业基地项目投资规模大、带
动效益强，将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
推动
“成都造”清洁能源产品加快参与国际竞争与
合作。据悉，
项目分四期，3-5 年内完成建设。
其中，项目一期投资 40 亿元，将同步建设通
威光伏产业技术研究院和高品质光伏产业社
区。
渊董小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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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联动合唱
“双城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服务峰会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

篇章，
也将不断厚实两江新区、天府新区的产
业基础，为共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更好地肩负起国家战
略重大平台的时代使命。

荣昌区、潼南区、开州区、丰都县、忠县、云阳
县，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成都市高新区、绵
阳市、自贡市、宜宾市、达州市、广安市、乐山
市等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此次活动，各地官员
对两江新区、天府新区与猪八戒网联办产业
服务峰会表示祝贺和感谢，表示将努力通过
协同发展，把战略要求转化为战略行动，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重庆市大足区副区长钱虎，成都市锦江
区副区长朱波进行双城对话，助力成渝地区
建设成为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
宜居地”
。
钱虎介绍了大足区围绕优化经济社会发
展确立的“4 区联动、4 地协同、
3 个发展、3 个
愿景”新思路。他表示，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重要节点，大足将按照全局谋划
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要求，着力“擦亮 6
个特色品牌、打造 6 个区域中心”
，建设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崛起”的先行区。
朱波表示，
锦江区将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
深化与重庆兄弟城区交流和合
作，
积极研究、
统筹衔接，
促进资源互补。包括
在规划对接、政策互动、金融发展、文化旅游、
招商共享、人才交流等方面深化区域合作；
整
合产业配套链、
要素供应链、
产品价值链、
技术
创新链，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搭建起企
业交流合作平台，发挥猪八戒网等平台作用，
推动成渝两地更多企业共享发展机遇。

共取
“数字经”建言
“经济圈”

两江新区发挥平台企业优势

此次活动由两江新区携手天府新区及猪
八戒网共同主办。这也是西部两大国家级新
区——
—两江新区与天府新区在一个月之内的
第二次合作。
两江新区在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重大机遇方面的布局也已经有了实质性的
进展。目前，两江新区正携手天府新区加强规
划战略协同，在“十四五”总体规划和专项规
划上加强对接，尽快建立两地规划编制实施
统筹协调机制。
重庆市北碚区、合川区、永川区、
大足区、

据介绍，本次峰会的召开将进一步推动
双方整合数字经济资源，加快与周边地区的
一体化进程，打造引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发展的双引擎。
峰会上，北京大学区域经济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薛领，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蒲勇
健、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高文胜等嘉宾围绕成渝两地政府和企业如何
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抢抓国家战略新机遇
进行了主旨演讲。
咱下转 P2暂

河北：自贸区分类推行
“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记者从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
到，
该厅近日印发《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领
域自由贸易试验区“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
点实施方案》，
提出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
验区雄安片区、正定片区、曹妃甸片区、大兴
机场片区，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理，按照直接取
消审批、
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 3 种方
式分类推进改革。方案规定，对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甲级、
乙级资质认定直接取消审批。各自
由贸易试验区及所在地石家庄、
唐山、廊坊市
和雄安新区范围内，
在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中不得再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提出资
质方面要求。
渊杨知润冤

30 个国家重大机场项目
已全部复工
记者从民航局获悉，截至 3 月 25 日，30
个国家重大机场项目已全部实现复工。自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民航局积极推动民航
重大项目复工建设。为及时跟踪项目复工情
况，民航局建立重大项目调度机制，
包括建立
民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复工开工调度机制，
每周召开视频会议调度项目复工情况，跟踪
掌握重大项目复工情况以及召开月度推进民
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复工开工视频会议，部
署安排下步工作。下一步，
民航局将继续做好
调度重点从复工率向复工质量转移，确保高
质量完成今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渊齐中熙冤

内蒙古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开复工率达 95.8%
记者 25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 3 月 24 日，内蒙古
各行业开复工率提升显著，在剔除季节性因
素 后，规 模以 上 工 业企 业 开 复 工 率 达 到
95.8%。此外，在剔除季节性因素影响后，
内蒙
古农牧业龙头企业实际开复工率达到
90.2%，
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服务业方面，剔
除校园便利店、
季节性批发市场等因素外，
内
蒙古的便利店、综合超市、百货店、批发市场、
社区菜店已全部复工；
外商外贸方面，外商投
资企业和 100 家重点外贸企业复工率达到
100%；公共文化场所开复工率达 98.3%；
住宿
业 和 餐 饮 业 的 开 复 工 率 分 别 为 71% 和
76.5%，
较 3 月 15 日分别提高 38.6 个百分点
和 51.8 个百分点。
渊朱文哲冤

新疆 1.7 万户企业
拿到稳岗补贴 1.32 亿元
为稳定就业岗位，新疆加大对困难企业
的社保扶持力度，截至 3 月中旬，已为 1.7 万
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1.32 亿元，惠及职工
43.1 万人。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获悉，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新
政策规定可以按照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的 50%予以返还；对面临暂时性困难且恢
复有望、
坚持不裁员少裁员的困难企业，可将
优惠政策执行期延长至今年年底。
渊孙少雄 阿依努尔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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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力
唱好“双城记”、建好“经济圈”
。中央部
署、
川渝联动、市场驱动。3 月 25 日，
以“新业
态·新机遇”
为主题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
业服务峰会在重庆两江新区举行。峰会由重
庆两江新区、
四川天府新区、猪八戒网联合主
办。39 个川渝地方政府，
1 万多家企业、行业
组织，以及 30 多万网友踊跃参与，通过在线
峰会的形式，围绕成渝地区政府和企业抢抓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机遇、发
展数字经济新业态等热点话题，开展对话和
交流。本次活动充分体现了川渝联动市场驱
动，政府和市场两个轮子共同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市委常委，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段成刚出席活动。

重庆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王志杰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是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四川重庆党政联席
会议第一次会议精神和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动员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
也是共抓机遇、共谋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的
一次“群英汇”
，必将有力推动成渝地区产业
融合发展，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
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增长极。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邱旭东
在致辞中表示，天府新区已经成为四川面向
全球配置高端要素的重大平台和带动区域协
同、全域开放的新标杆。本次峰会为两江新
区、
天府新区数字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必将开
启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在产业联动发展的新

促消费
“硬核”
举措密集出台
■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何晨阳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消费造成较大冲
击。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下降 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28.7 个百分点。为促进消费回补，更好释放新
型消费潜力，连日来中央和地方陆续出台一
系列促消费相关举措。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地推出
了哪些实招？面对一大波消费“礼包”
，
你准备
好了吗？

各地密集出台促消费
“硬核”
举措
连日来，
中央各部门出台一系列促消费举
措，
为百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环境。国家发改
委等 23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
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
从市场
供给、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 19 条具体举措；
商
务部印发通知，
提出发展网络消费；
国家发改委
等 28 个部门联合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促消费举措——
—
广告

促进文旅消费活动遥 宁夏通过提前下达 效对冲疫情影响、
提振经济的关键举措。特别在
重点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各类创评扶持奖励
当前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下，集中精力扩大国内
资金等措施，
激活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山东
消费、
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正当其时、
非常必要。
济南面向旅游景区、旅行社等文旅企业推出
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2000 万元惠民消费券；新疆部分景区推出门 “云端”
票半价或买赠活动。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可以用，
喜欢的话
刺激餐饮消费市场遥 南京大型餐饮企业通
点击右下角蓝色购物袋就能购买，一会儿我
过会员积分、
发优惠券等方式，请市民“到店” 们还有直播间抽奖活动……”19 日晚，在北
消费；
宁波打包一批餐饮品牌企业，
面向企业、 京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里，护肤顾问化
机关单位等提供优惠团餐服务；
福州开展餐饮 身“云柜姐”，向屏幕前的 2 万多名“顾客”逐
“无接触外卖月”
活动，
拉动餐饮消费。
一介绍每件护肤品的使用方法。
激活线上消费潜力遥 上海推出“云走秀”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售额超过 116 万
“云逛街”
“云上快闪店”等“云购物”模式；深
元，专柜新增 1500 多名粉丝。直播销量比我
圳市商务局联合腾讯微视发起“微视鲜粉节” 们预计的还要高，目前我们已经做了两场直
助力水产销售；内蒙古开展电子商务促消费
播活动，
后期还会考虑再推出一场。”兰蔻华
专项行动，大力发展网红经济……
北区销售经理侯爽说。
截至 16 日，全国已有 28 个省区市 3714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费受到冲击，但线
家 A 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业，复工率超过
上消费热度不减，各类“云消费”新场景正在
30%，
全国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 60%。
不断涌现，成为新的经济亮点。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司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实物商品
司长哈增友说，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是有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3%，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1.5%，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
疫情冲击下，
新型消费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平台的新型消费
将迎来较大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消费模
式和业态发展，引导相关企业创新服务供给
方式，
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中国贸促会
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

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王斌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居民外出急剧减少，消费
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对 2 月份消费影
响巨大。但与此同时，我国消费也展现出强大
的韧性、
活力和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断拓展，无接触
配送、无人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模式快速
发展；
人工智能、远程办公、
‘互联网+医疗+药
店’
等逆势发展；
信息消费、
卫生健康用品消费
显著增长。”
王斌说，
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
地见效，
预计消费将逐步恢复。疫情不会改变
我国消费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