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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尔多斯高原“挣”出一片天
P2———记皖北煤电集团优秀基层党组织获得者智能公司党委

■ 郑传海

因江而兴、顺江而建的江城武汉，自然少

不了桥梁这一纽带，否则，往来于三镇之间，

真比登“蜀道”还难。

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一举改写了

“天堑”武汉的交通史。正如世纪伟人毛泽东同

志曾经在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里所描

绘的那样：“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以

后，以桥梁工程建设为主业的建筑企业，也渐

渐开始选择扎根武汉。

桥梁建设，已然与武钢、武重、武船齐名，

成了“武汉造”的“代名词”。进入 21 世纪第一

个十年末，以中铁十一局主打经营的隧道施

工板块为代表的“新武汉造”悄然进入了人们

视野。

隧道施工
闯出来一支“新武汉造”的主力军

相比桥梁建设，隧道施工不仅工期长，而

且风险大，有很多深藏在地下深处的不确定因

素，给隧道施工带来诸多难以预判的风险和挑

战。所以，只要在建工程中单条隧道长度有 5
公里左右，不管是时速 350公里高速铁路、时

速 160 公里铁路，还是高速公路，都把隧道工

程列为全线重难点和控制性工程之一。

在建筑行业，隧道施工管理更是检验企

业市场竞争能力、综合施工能力、企业治理能

力和品牌建设能力的“试金石”。

住建部核发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总承包企

业资质，隧道施工业绩是一项最基本的“硬功

夫”。

上世纪 80 年代初，铁道兵并入铁道部前

夕，中铁十八局（原铁道兵 8 师）就因抓住了

引滦入津工程（华北地区跨流域调水工程）和

修建当时国内最长的公路隧道秦岭隧道的机

会，一举成为我国隧道建设的“劲旅”。

与中铁十八局比，中铁十一局（原铁道兵

1 师）并不逊色多少，湖北境内襄渝铁路最长

的隧道———武当山隧道，就是他们在上世纪

70 年代带领从湖北各地组织起来的民兵团，

靠着铁锤、钢钎和手推车，以血肉之躯，在恶

劣的施工环境中，靠着人挖车推修建而成的。

除了部队时期修建的武当山隧道和成昆

铁路元谋境内的隧道群，还有由兵改工后，由

十一局四公司为主或独立修建的南昆铁路背

锅底隧道、宝成铁路复线明月峡隧道群、107
国道靠依山隧道、渝怀铁路歌乐山隧道和宜

万铁路马鹿菁隧道，以及兰渝铁路隧道群等，

几十年如一日，在诸多复杂恶劣环境下修建

的一座座隧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时间回到 2007 年，当时的中铁十一局决

策者，针对我国率先修建秦沈客专试验线、京

津城际客专和武广高铁，作出我国大规模建

设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高潮即将

到来这一精确研判，并果断作出决定：

一是对落户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四公司经

营主业作出调整，把隧道建设定为经营主业。

重点围绕长大隧道、复杂地质环境下的隧道机

械化施工和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拓展市场。力

争用 5 至 7 年时间，在隧道机械化、标准化建

设上有所突破，在 8 年至 10 年时间内，在隧道

机械化和标准化施工基础上，推进隧道信息化

和智能化施工有重大突破。二是对设在广州的

区域性地铁建设指挥部进行扩充改编，注册登

记成为独立的法人公司———中铁十一局城市

轨道工程公司。以武汉为营地，以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为主营业务，深度经营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用 4 至 5 年时间，做优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品牌，成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领军团

队。三是对六公司的机械加工修理优质板块予

以分离，组建江汉重工机械制造公司。围绕隧

道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化施工，重点生产

加工隧道施工所需的二衬台车、防水板铺挂台

车、移动栈桥和隧道救援顶管机等配套机械装

备和应急增援装备，以及城市轨道交通施工所

需的配套设备 70 吨、45 吨地铁出渣门吊和盾

构施工渣土转运配套设备等，为隧道和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机械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施工提供

装备支撑。 咱下转 P2暂

■ 陈晨

随着一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我

国外贸出口自 4月份起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同比

正增长，这样的变化背后，有来自税收的重要力

量———国家税务总局 7月 29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在增进出口退税便利

化、加快出口退税速度等方面推出一系列举措，

促进出口退税提速增效；上半年，全国累计办理

出口退（免）税 8128亿元，有效减缓了出口企业

的资金压力，助力外贸企业“加速跑”。

政策加码 扩容资金“活水池”
“这次国家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我

们公司生产的砂布、砂纸等产品都能受益，退

税率由 10%调整为 13%，今年上半年增加出

口退税额 100多万元，对公司帮助很大。”山东

博世磨具实业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陈晓明说。

陈晓明口中让他们受益的政策，源自今

年 3 月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财政部发布的《关

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公告明

确，提高 1464 项产品出口退税率，其中有

1084 项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 13%。截至

6 月底，全国已有近 2.5 万户出口企业享受到

这项政策红利，迎来了发展的资金“活水”。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樊勇表示，出口退税政

策对鼓励出口、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出口退税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

成本，提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在疫情全球蔓

延、国际市场低迷背景下，有力提振了外贸企业

信心，是助力外贸企业渡难关的重要之举。

效率提升 架起退税“高速路”
退税率提高的同时，退税效率也在提升。

“当天申报，当天审核完，1100多万元的退税款

第二天就到账了。”东电化电子元器件（珠海保

税区）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覃女士说，“这么给

力的退税速度，保障了企业资金流转，让我们

对复工复产有了更大的信心和底气。”

为加快出口退税速度，让外贸企业有稳

定的资金流，税务部门积极开通出口退税绿

色通道，推行出口退税“网上办”“无纸化”等

“非接触式”办理，将全国正常出口退税的平

均办理时间提速 20%。据统计，自 2 月 10 日

推行出口退税事项“非接触式”办理以来，全

国已有约 30 万户企业通过“非接触式”方式

办理退（免）税 6296 亿元。

出口退税的云端“容缺办理”也是“非接

触式”办税举措之一。“我们首次办理出口退

税申报时，正发愁纸质资料怎么提交，就接到

了税务部门的电话，告知可以容缺办理，先退

税后补资料，这份信任很暖心。”收到 91 万元

的退税短信，浙江森雅进出口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余会芳松了一口气。

记者了解到，为确保企业正常退税，税务

部门对新办出口企业首次退（免）税申报等风

险可控的出口业务，在限额范围内先行办理

退（免）税，待疫情结束后再补办实地核查手

续。上半年，全国共有约 1.1 万户新办出口企

业享受到“容缺”办理的服务红利，取得退

（免）税近 100 亿元，切实降低了办税成本，及

时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李万甫认为，税务

部门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在企业的涉税

负担上做“减”法，涉税红利上做“加”法，为企

业复工复产复销注入资金“活水”，撬动了外

贸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活力。

服务提质 增添便捷“税能量”
“我们原本只提交了 1300 万元出口退税

申请，没想到税务部门主动告知我们，通过税

收大数据分析，我们应该还有 700 万元认证

通过的发票没有及时申报退税，核对后发现

果然如此，真是个大礼包！”说起这份意外“惊

喜”，安徽芜湖东南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殷小红难掩激动。税收大数据在出口

退税中的运用，让税务部门的服务更加主动、

及时和精准。

贴心的服务还体现在更多地方：在浙江

宁波，针对疫情期间部分外贸企业经营风险

加大、不能及时收到货款、收汇风险增加等问

题，宁波市税务局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宁波分公司在慈溪市试点开展出口企业“税

保协动”专项服务活动，推出“共享理赔数据”

“理赔视同收汇”等合作服务项目；福建省税

务部门根据企业情况，量身定制出口退税“云

套餐”，通过微信、视频等开展政策解答，采用

大数据分析、电话约谈等进行退税审核和评

估；河北省石家庄市税务部门制作《疫情防控

出口退税政策培训》《单一窗口操作》等网络

课程，帮助了解退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

门将继续落实落细各项出口退税政策和惠企

暖企措施，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纳税服务，帮助外贸企业行稳致远，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国太保携手河南
共促中部地区崛起

7 月 28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太保

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河南省省长尹弘

会见中国太保董事长孔庆伟一行，并出席签

约仪式，副省长戴柏华与集团副总裁俞斌代

表双方签署了河南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太保集

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现场，河南省扶贫办与中国太

保产险河南分公司，河南投资集团、河南水利

投资集团与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分别签署了

专项投融资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项目

的实质落地。

尹弘表示，中国太保是世界知名保险企

业，一直以来在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等方

面积极支持河南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

河南新基建、扶贫、职工信托养老等领域保险

市场广阔，希望中国太保在河南积极拓展业

务空间，深化交流合作，河南将加强监管服

务，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与中国太保共享机

遇，共赢发展。

孔庆伟积极评价了河南在营商环境等多

方面的优势并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满足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履行企业

责任，特别是在保险资金参与黄河生态保护、

健康养老产业转型方面，希望与河南省共同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此次中国太保与河南省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主要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在支持经济建设、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

理、服务创新等领域主动作为，推动金融保险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在前期各方积极对接下，中国太保已有

三个重点项目正式立项：在新型建设方面，聚

焦能源环保、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支

持河南省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在脱贫攻

坚方面，以“防贫保”产品为切入点，依托“农

业保险+期货+金融信贷”等创新运作模式，

建立“脱贫不返贫”的保险扶贫模式，助力河

南省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在保险投融资方

面，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引资入豫，聚焦引江济

淮工程、南水北调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促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渊新华网冤

新能源车企准入门槛
进一步放宽

7 月 30 日，工信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相

关负责人就日前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

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

理规定〉的决定》进行了解读。该负责人表示，

此次修改旨在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激发市

场活力，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

据介绍，主要修改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

为了更好激发企业活力，降低企业准入门槛，

删除了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有关

“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二是将新能源汽车

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 12 个月调整为

24 个月。三是删除了有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申请准入的过渡期临时条款。

上述负责人解释说，《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第三

款规定生产企业连续两年不能维持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特别公示。而《准入规定》关于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特别公示的要求应与其保

持一致。此外，由于过渡期临时条款主要适用

于《准入规定》实施前已获得准入的新能源汽

车生产企业和产品，要求其在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遵守有关过渡性

规定，而目前过渡期已经结束。 渊黄鑫冤

八千亿元出口退税 助力外贸企业“加速跑”

“掘隧”，让“新武汉造”越走越远
———建筑业央企与地方携手闯市场综述

荫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施工的成都地铁 号线，是我国地铁施工首次在富水砂卵石地层条件下成功下穿既有线。黄诗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