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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油田：攻坚创效“有硬核”新增储量“1亿吨”
P5

广告

■ 本报记者 赵敏

在全国两会胜利召开之际，

2020年 5 月 28 日，全市上下高度重

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九星百

姓热切期盼的村级集体经济

转型项目———中国·上海九

星城开工，标志着九星地区

在经历了转型阵痛后，正式

进入集中建设阶段。

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礼

花飞舞。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及九星村各

级领导出席活动并参观了九星村史馆和九星

城营销中心，详细了解了九星村改革发展历

程，在回望历史中打牢思想根基、坚定发展初

心、增强勇气力量。仪式上，闵行区委书记倪

耀明与七宝镇党委书记严俊为九星城党委揭

牌，闵行区委副书记、区长陈宇剑讲话并宣布

开工，七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沈俊华致欢迎

辞，项目工程总承包单位代表建工集团总裁

卞家骏表态发言。

九星城项目总投资达 125 亿元，总建筑

面积 100 万平方米，地上 6-8 层，地下 3 层，

项目聚焦“打造农民长效增收新平台、建设成

集体经济转型示范区”发展目标，秉承“招商

与建设同步、传承与发展并举”发展理念，项

目计划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结构封顶，2022
年 12 月 8 日竣工验收，2023 年 4 月 28 日正

式营业，建成后将成为亚太地区一站式国际

家居建材商业航母。目前，九星城已迎来意向

入驻商户 3000 家，已获入场资格 300 家，国

际品牌签约企业 30 多家。

九星转型升级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2016 年，九星村“用时 100 天、清退 10000 家

商户、拆除 100 万平方建筑”，2017 年 2 月 27
日九星市场正式谢幕。九星城项目作为新时

代国际化大都市农村集体经济转型的样板，

体现了“三个新”：一是“新在合作模式”，镇、

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新九星公司，

从土地出让到项目建设又到招商引资再到管

理运营，全程负责、全程参与、全程统筹，发展

成果也将惠及全镇 2.5 万本地农民；二是“新

在城市形象”，九星城建设采用了业内最新理

念，更加关注城市通达度、产业集聚度、生活

舒适度，设计上行云流水，商业上层层首层，

外观上互联互通，建筑品质高、配套设施全、

绿化景观美、施工工艺新；三是“新在产业定

位”，九星城作为七宝“一核一区一带”战略布

局中的“一区”，将按照家居建材 60%、进口商

品 20%、儿童消费 10%、总部经济 5%、配套服

务 5%的业态比例，融合总部办公、研发设计、

金融创投、会展会议、交易平台、文化体验、配

套服务等七大功能，打造成线上线下深度融

合、国际国内互联互通的一站式家居建材贸

易中心，成为永不落幕的家居进博会和人人

向往的未来生活城。

出席开工仪式的还有全国劳模代表，市

相关委办局领导，上海市商业联合

会、上海市商业企业协会领导，

区四套班子相关领导，区

相关委办局领导，七

宝镇三套班子领

导，中国五村集

团代表，有关协

会代表，七宝镇

各职能部门、项目

建设相关单位、品牌

签约企业代表以及各大

新闻媒体和九星广大股

民代表。

■ 姜琳 白田田

“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

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今年政府工作

报告这一安排部署，引发了代表委员高度关

注和广泛共鸣。

“云上中国”前景几何？记者采访的多位

代表委员表示，中国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独

特优势，当前大幕刚启，“重头戏”还在后头。

疫情下数字经济表现
“抢眼”

“这个杯子是果汁杯。把西瓜、苹果、梨放

进去，然后加点水，把盖拧好以后按一下开

关，很快就打成果汁了。”

在参加今年两会前，全国人大代表、珠海

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在网上“玩”起了直播带货，推销便携果汁杯

等家电产品。其中一场，3 小时卖了 3.1 亿元。

对于这样的“成绩”，她表示，希望带动的

不仅仅是一件件货物，更是整条产业链和数

万名经销商的信心。在这次两会上，不少代表

委员也跟她一样深有感触。

疫情之下，一些传统行业遭受很大冲击。

但电商网购、在线教育、在线文娱、移动办公

等“宅经济”迅速崛起，智能制造、无人配送、

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表现抢眼。一些制造业

企业也危中寻机，加快业务转型。

“经过这场疫情，我们感受到电商的重要

作用，农产品销售额大增。看到报告，我们更

坚定信心调整思路，计划再发展 1500 家淘宝

店铺，让老百姓在网上‘淘金’。”全国人大代

表、河南辉县市裴寨村党支部书记裴春亮说。

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季度电商直播超

过 400 万场，100 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

为当地产品“代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年 1 至 4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

24.1%，同比提高 5.5 个百分点。

“这提示我们既要正视经济发展特别是

产业链恢复面临的新挑战，又要看到加快科

技创新、推动数字经济蕴藏的新机遇。”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联通产品中心总经理张云勇

表示。

为经济转型发展注入
“新动力”

不只是应急之需，更是新的“起跳”。报告

对数字经济的支持部署正当其时，引发诸多

代表委员的共鸣。

“在当前形势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不

仅有利于稳就业、稳投资、化解疫情对经济的

短期影响，还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为经济长期向好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国人大代表、联想集

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说。

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加强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报告提出一系列举措，旨在为数

字经济培育沃土。

2018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31.3 万

亿元,占 GDP比重 34.8%。据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预测，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

到 60 万亿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

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从全球看，数字经济在中

国发展有自身优势。

“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和发达国家的差

距相对较小，同时中国的产业配套能力比较

强。”刘世锦说，“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需要很多产业配套，而这是我们的强项。”

他说，中国有包括 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

内的 14 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容

易形成规模经济，这也是很多国家做不到的。

数字经济驶入
“快车道”

报告中的诸多利好政策，无疑将推动数

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如何行稳致远？代

表委员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和政策

环境，从安全把控、数据共享、标准制定等多

方面提出建议。

“随着‘新基建’推进，各产业对网络的依

赖更深，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给数字经济及

广大用户带来显著影响。”全国政协委员、民

建中央副主席周汉民呼吁，通过制定标准、推

进立法、加强建设等，构筑数字经济防线，提

高“新基建”安全能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数据碎片化、

“信息孤岛”等问题亟待破解。“要培育壮大数

据采集、存储、处理、挖掘、应用等产业，打造

各层级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市场。出台相关

法规，明确各类数据所有权、使用权等。”全国

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工商大学校长陈晓

红则高度关注标准建设问题。“我们应加快成

为数字经济标准研制‘领跑者’，走出一条标

准化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路子。”她说。

数字经济，未来可期。代表委员普遍认

为，“互联网+消费端”只拉开了互联网和实体

经济融合的一个序幕，真正的“重头戏”在产

品怎么能生产出来。这是一台更大的“戏”，是

互联网和产业融合的“主战场”。

“这幕戏现在刚刚开始。”刘世锦说。

渊据新华社冤

湖北：
“银税互动”扩围提速

“由于去年一次疏忽迟报税款，公司纳税

信用降为 C 级，我们正为贷款的事发愁时，

碰上国家出台好政策，让我们跨进融资‘门

槛’。”湖北宜昌立可兴建材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乔桥说，受疫情影响，公司资金回笼滞

缓，急需资金周转，这笔“意料之外”的 200 万

元“纳税信用贷”解了公司复工复产的资金之

渴。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的统计显示，

像立可兴建材有限公司这样的纳税信用 C
级中小微企业在湖北超过 1.5 万户，首次被

纳入“银税互动”受惠范围，有望在政策支持

下渡过眼下的难关。“银税互动”是税务和银

保监部门近年来面向诚信的中小微企业创新

开展的一项融资支持活动，利用企业纳税、财

务、工商、司法等数据进行大数据计算核定授

信额度，将企业纳税信用与银行授信深度关

联，让企业以良好的纳税信用换来门槛更低

的信用贷款。税务部门将企业纳税信用分为

A、B、M、C、D 五个级别，“银税互动”受惠企业

范围为 A、B、M三个等级。 渊侯文坤冤

内蒙古锡林郭勒：
草原上不再新开矿

记者 27 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行政公署获悉，锡林郭勒盟已将六成以上区

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不再在草原新上矿山

开发项目，不再在草原核心区规划建设风电、

光伏项目，坚决遏制草原乱采滥挖。锡林郭勒

盟依托资源禀赋，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

考量生态环境承载力。为防止草原超载过牧，

锡林郭勒盟通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将 2.7 亿亩可利用草原划定 0.5 亿亩禁

牧区，其余 2.2 亿亩草原全部按草畜平衡管

理。目前，全盟牧业年度牲畜存栏量压减至

1298 万头只，较 2015 年减少 250 万头只，载

畜量控制在合理承载范围内。在牧业生产中，

牧民主要采取“天然放养+舍饲补饲”的方式

进行。全盟从 2018 年起推行春季牧草返青

期休牧，每年让 2.2 亿亩按草畜平衡管理的

草原得到休养生息，促进草地自我修复。监

测结果显示，今年牧草返青期，全盟草原植

被平均盖度为 24.4%、平均高度达 8 厘米，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加 0.5 个百分点和

1.4厘米。 渊于嘉 彭源冤

浙江东阳
打造“无证明城市”
推动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代办员何女士

日前来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便民服务中

心，为东阳杨树栋影视工作室代办营业执照。

在委托人完成手机端本人身份核验后，市场

监督管理窗口工作人员当场办理了营业执

照。“2019 年‘无证明城市’改革前，经营人员

如需办理影视文化服务方面的营业执照，需

提交房产证明或租房协议、身份证复印件及

原件，还需提交村委会证明或镇街道证明等，

顺利的情况下，前前后后跑下来需要两三

天。”何女士说，现在所有证明事项全部取消，

经营者只需带上身份证原件、手机、产权人信

息到窗口即可办理，甚至在家里通过电脑登

录浙江政务服务网“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平

台，足不出户完成申报，市场监管部门当天就

能把办好的营业执照快递出去。不仅营业执

照办理时间缩短，企业影视剧内容审查也方

便了许多。“以前，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实验区

的入区企业，影视剧内容审查要跑到省广电

局等部门。 渊李平冤

数字经济未来“重头戏”有几多？

上海九星城项目正式开工
新时代国际化大都市农村集体经济转型的样板备受瞩目

荫效果图

荫开工仪式现场

筲党员攻坚冲在前，工程创新促上产 筲精确制导破难题，钻井提速争效益 筲分酸压敢亮剑，储改创新助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