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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福州 11 月 18 日电(记者刘
亢、顾钱江、涂洪长)民营企业座谈会近日
在京召开，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明
了方向。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记
者采访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福建民营经济“三分天下

有其二”

记者：作为民营经济大省，福建民营
经济有哪些突出特点和亮点？

于伟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从白手
起家到“乡镇企业一枝花”，再到相互配
套、集群挺进，福建民营经济比重已是
“三分天下有其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是比重高。2017 年，全省民营经
济增加值 2 . 17 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
产总值的 67 . 2%；民间投资 1 . 57 万亿
元，占全社会投资的 60 . 2%。

二是实力强。2018 年，有 20家福建
民营企业入选全国民营企业 500 强，有
54家民营企业入选全省百强企业。规模
以上民营企业数占全省的 96 . 2%，全省
132家上市公司有 89家是民营企业。民
营企业占全省工业制造业龙头企业的
92 . 2%；产值超百亿元工业企业 29家，
占 72 . 5%。

三是重创新。去年福建省 73% 的科
技成果来源于民营企业，95% 以上的高
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拥有
的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分别占全
省的 78% 和 92%，获得的专利占全省专
利授权量的 57%，拥有的著名商标占全
省总数的 95%。

四是后劲足。2017 年以来全省民营
企业完成“机器换工”约 1 . 7 万台套，重
点行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 20%，运营成
本降低 15%。宁德时代新能源、厦门联
芯等一批制造业龙头企业和现代服务业
企业快速崛起，为未来发展注入了强大
新生动力。

五是贡献大。去年，民营企业提供了
福建全省 70% 以上的税收，吸纳 82%
的就业，民营经济对福建发展的贡献，是
有目共睹的。

努力让企业办事“像网购

一样方便”

记者：福建采取哪些有效举措支持
民营经济发展？

于伟国：近年来，福建始终把扶持民
营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结合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主动、有效作为，
先后出台 30 余份政策文件，打出了一套
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组合拳”。

——— 优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全
面推进“一趟不用跑”和“最多跑一趟”，
推广“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多证合
一，90% 以上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

实现网上办理，努力让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方便。
——— 扩投资。坚持公开透明、一视同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法

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建立健全 PPP 项目库，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优化审批流程，激活民间投资活力。今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增长
19 . 2%，对全省投资贡献率达 77 . 8%。

——— 促创新。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服务型智造，设立 80 亿元规
模的企业技改基金，开展新一轮技术改造专项行动，推动传统产业
“老树长新芽”。今年前三季度，全省新登记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分别增长 11%、28%。

——— 降成本。健全“1+N”降本减负政策体系，大力清理规范涉
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
成本，2018 年可降低企业成本 700 亿元。

——— 解难题。全面开辟“政企直通车”，收集并精准帮助民企解
决实际困难。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
机制，构建知识产权“大服务+大保护”发展模式，打通知识产权创
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

多措并举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记者：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民营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福建
省如何解决？

于伟国：福建省高度重视企业融资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举
措，形成“1+N”降本减负政策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采取大力
措施，破解企业融资难题，为企业发展助力护航。

——— 加大纾困力度。福建省级设立总规模 150 亿元的纾困基
金，首期规模 20 亿元；设立 20 亿元的纾困专项债，首期 10 亿元，
用于帮助有股权质押平仓风险的民营企业。对符合经济结构优化
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企进行必要的财务救助。

——— 拓展融资渠道。拓宽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大力发展股权
融资，加快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鼓励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投向优质民营企业，推动全省“产融云”平台上线运营。

——— 降低融资成本。加大无还本续贷模式推广力度，提高无还
本续贷笔数及金额占比，推广知识产权等新型融资方式。扩大政策
性担保机构县区覆盖面，增加各级政府应急周转金规模，降低民营
企业“过桥”融资成本。加快妥善处理民营企业不动产权登记遗留
问题，形成企业可抵押资产。

——— 保护民企合法权益。支持民营企业清欠三角债，纠正拖欠
民营企业款项行为，对已发生的拖欠款项要限期支付到位。对不诚
信履约的企业要列入诚信“黑名单”，取消财政性项目资金等支持。

坚决制止对民企一切不必要的检查、督查和考核

记者：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方面，福建有哪些举措？
于伟国：一是正确导向。将支持民企克服困难、创新发展等工

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内容，促进党员干部敢担当、善作为，坦
荡真诚同企业家接触交往。

二是精准服务。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让民营企业
有更多获得感，开展帮扶民营企业专项行动，建立重点帮扶企业名
单，实行“一企一策”、点对点精准帮扶。

三是完善机制。在一视同仁的基础上，针对民营企业特点，进
一步完善党政领导与民营企业家恳谈机制、民企困难和问题协调
解决机制、帮扶和支持机制等。

四是抓好落实。建立统一的政策发布平台，打造“政企直通车”
等服务载体，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严肃问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制
止对民企一切不必要的检查、督查和考核，给企业“宁静时间”生产
经营。

新华社深圳 11 月 18 日电(记者周科、孙飞、赵瑞希)想吃
什么，机器人 5 分钟就能给你制作好；除了自动驾驶，汽车还
会说话、能思考……第二十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
(简称高交会)18 日在深圳落下帷幕，一场高科技盛宴带给人
们无限遐想。

从 1999 年至今，有着“中国科技第一展”之称的高交会已
成功举办 20 届，百姓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 岁的
高交会，更让我们看到人们的吃穿住行娱正搭乘科技发生颠
覆性改变。

吃：机器人自动做菜 微波炉定制食谱

一盘避风塘炒虾，从把食材盒放入机器按下炒菜按键，到
热腾腾的食物出锅，仅需 5 分钟。来自上海爱餐机器人集团有
限公司展台前，许多观众正驻足围观品尝。记者尝了一口，味
道很不错，虾的口感也很嫩滑。

展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司推出的味霸炒菜机器人
可以实现一键炒菜、无油烟、全自动清洗，内含 400 多道菜谱，
涵盖八大菜系，还可以自己设置上传菜谱，并支持对现有菜谱
做出口味微调。

目前，该公司已经面向餐厅类商业用户提供租用服务，家
用炒菜机器人预计将于 2019 年上市。

另一个展台前，驭龙电焰智能厨房“以电生火”，彻底
颠覆传统燃烧方式，再不用担心煤气或天然气出问题了。
而深圳进化动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智慧烤箱、智
慧微波炉，不再需要人工定时和调温，其本身将自动推荐
温度和时长来完成食物烹制，并将实现不同口味的食谱
定制。

“当电焰燃遍每一间厨房的时候，我们将重新定义人类的
生活方式。”驭龙电焰智能厨房的创始人官卢驭龙说。

穿：助力运动健康 看到最好的自己

科幻电影里，犹如外骨骼的机械战衣为英雄们带来超
人的力量。今年高交会上，多家厂商展出了各自研发的外骨
骼技术和产品。

一款由深圳市肯綮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助力型外骨
骼，支持行走、上下楼、坐、蹲、跑、跳自然动作，穿上后可以
减缓膝关节触地冲击，减轻腿部肌肉负担。

“这款助力型外骨骼重 5 . 6 公斤，电池续航能力 5 小时
至 8 小时，可以帮助体弱或膝关节受伤者恢复正常行走和
运动能力，可以让运动爱好者在徒步或登山时更轻松。”展
台工作人员说。

除了助力健身，深圳市柔宇科技有限公司展示的柔性
屏时尚套装，更加颠覆人们的想象。“穿上这套时尚装，自拍
者可实时将手机照片传输到屏幕上，让他人看到最好的自
己。你也可以成为行走的广告牌。”柔宇科技工作人员马芳
介绍，有柔性显示屏的衣帽仅比普通衣帽重 50 克左右，但
柔性屏内存 32GB，可以下载你想要的视频，也可以通过蓝
牙实现手机内容实时传输进行播放，不占内存。

住：更绿色的城市 更智能的家庭

“当你坐在沙发上，智能机械臂为你冲泡咖啡；想吃蛋
糕，可以控制智能机械臂开启制作；新春佳节，写对联也可
以由它‘代笔’……”越疆科技创始人刘培超兴奋地描述着智
能机械臂在客厅经济市场中的广阔未来。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邢婷表示，未来 2至
3 年，家庭互联网将逐步构建生态圈，预计 2023 年能实现
智能化普及，构成万亿元客厅经济市场。

刘培超说，如今已经有不少服务机器人走进家庭，但大
多还只是交互对话、吸尘洁面，还不能把咖啡端过来。“我们
想让服务机器人长出智能的手臂，为客厅经济插上‘中国翅
膀’”。

行：呼之即来 打造“长了腿的手机”

当你在手机上点击所在地的位置，一会儿汽车就驶到
你面前……在高交会的智能汽车主题展区，众多无人驾驶、
自动驾驶、智能汽车控制系统等技术及产品，向人们描绘了
“未来出行”的场景，吸引不少观展者驻足。

不仅是个人出行，物流运输的成本也可能随着无人驾
驶技术的成熟而降低。配合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及高精地
图等感知手段，北京图森未来科技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卡
车，实现高速公路和港口、场区等物流场景的无人驾驶，其
自动驾驶系统相对人能发出更科学的驾驶决策指令，能够
节省 7% 的燃油成本。

“比亚迪将进一步推进整车、汽车生态的开放，让开发
者在汽车上开发应用。”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
“在新时代，电动汽车的智能化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智能汽车未来就像是‘长了腿的智能手机’。”

在娱乐方面，广州酷狗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向记者展示了酷狗音乐里哼唱识曲、蝰蛇音效等多项“黑
科技”。“如果你忘记歌名，只用哼几句旋律，就可通过哼唱
识曲功能快速找到歌曲。”展台工作人员杨哲说，拥有超过
1200件专利发明和 2000 万正版曲库的酷狗，将专利运用
于各个产品中，不断提升用户的音乐体验。

从 VR、AR 到全息投影，再到机器人格斗竞技，科技
元素在高交会遍地开花。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高冷”
的“黑科技”不再不近人情，未来你的生活将更加精彩。

支持民营企业在行动

20 岁高交会告诉你：未来生活是这样
来自“中国科技第一展”的前沿观察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潘清)在港上市 6 年后，中国人民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日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首日总
市值突破 2100 亿元。这也令 A 股“保险军团”进一步扩容，总
市值接近 2 . 5 万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保此次 A 股 IPO 共发行 18 亿股
股票，采用“战略配售+网下发行+网上发行”方式，发行价为
3 . 34 元/股。中国人保 A 股公开交易首日以 4 . 01 元开盘，随
即封于 4 . 81 元，实现约 44% 的新股上市首日顶格涨幅。这也
使得中国人保总市值达到 2127 亿元。

中国人保的前身是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的中国人民保险
公司，为新中国第一家保险企业。历经近 70 年发展，中国人保
已成为一家业务布局均衡、资质全面、创新与风险管控能力出
色的综合性保险金融集团。2018 年中期业绩显示，中国人保
总资产已突破万亿元大关。

中国人保董事长缪建民在当日举行的上市仪式上表示，
作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保险公司，人保集团成立以来始终
秉承“人民保险、服务人民”的宗旨，积极发挥保险的功能作
用，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始终立足于保险本源，始终
立足于做优主业、做精专业，从一家单一财产保险公司发展到

位列全球 500 强的综合金融保险集团。
“A 股上市意味着中国人保踏入发展新征程。我们将

加快推动集团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以更优的服务、更高的利
润、更强的实力回馈客户、回报股东、服务大局。”缪建民说。

作为第五家以“A+H”方式两地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
中国人保的加盟也令 A 股“保险军团”进一步扩容。截至 16
日收盘，五家上市险企总市值接近 2 .5 万亿元。

数据显示，A 股上市险企业绩表现良好。今年前三季
度新华保险净利润同比增幅达到 52 . 8%，中国平安增幅接
近两成，中国太保为 16 . 4%。中国人寿同期实现保费收入
和续期保费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 . 1% 和 28 . 7%。中国人保
中期业绩显示，今年上半年实现保费收入 2861 . 6 亿元，同
比增长 2 . 3%；净利润 143 . 5 亿元，同比增长 12 . 2%。

与此同时，上市险企群体显示出较强的持续分红能力。
中国平安 2017 年现金分红 274 . 2 亿元，与 2013 年 51 . 45
亿元相比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52%。刚刚登陆 A 股的中国人
保则承诺，除特殊情况外，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包括年度利润分配和中期利润分配)不少于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的 10%。

中国人保登陆上交所
A 股“保险军团”总市值接近 2.5 万亿元

 1 1 月
18 日，参观者体
验人脸属性识别
系统。

当日，首届
联合国世界地理
信息大会技术与
应用展览在浙江
省德清县开幕。
200 余家国内外
展商参展，综合
展示地理信息 、
卫星导航 、航空
航天遥感等领域
的领先技术和应
用。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人脸识别、网
上签约……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
农户只要花几分钟时间，就能申请 10
万元以下的无抵押手机贷款。这项便
民惠农新措施今年 10 月一经推出，立
即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用手机贷款效率就是高，10 分
钟就能申请贷款 8 万块钱。”在距离巴
彦淖尔市区 18 公里的隆胜村，39 岁
的白海军坐在家中，拿着手机向记者
演示：打开河套农商行“微银行”服务
号，进入线上贷款页面，点击“农 e 贷”

申请贷款……“过去贷款既要 5 户联
保又要当面审核，至少三五天后才能
到账，如今我使用手机贷款，操作完就
能及时到账。”白海军笑着说。

地处河套地区的临河区既是全国
肉羊饲养规模最大的县级地区，也是
我国重要的面粉、葵花籽生产加工基
地。每年冬、春季节都是当地农民还
款、借贷高峰期，过去往往面临贷款手
续繁琐、担保难等问题。

白海军和广大农民过去贷款中的
烦恼现在彻底解决了，在家就能办理，
再也用不着到银行排队了。河套农商行
隆胜支行行长乔培国说：“手机操作注
册申请、上传身份证、选择银行卡号、征
信查询综合授权、人脸识别、网上签约、
线下关联 7 个步骤就能完成贷款申
请。”据他介绍，手机贷款申请完成后，
申请人与配偶携带双方的身份证、户口
簿、结婚证到贷款大厅签署一份《共同履行还款义务承诺
书》，并做银行卡授信关联即可完成所有手续。

河套农商行属于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巴彦淖
尔市服务网点辐射最广、密度最高的金融机构。据河套农
商行董事长习文军介绍，针对全行 80% 的贷款业务为小
额贷款的实际情况，该行于 10 月下旬推出农 e 贷业务，
实现贷款便捷化、高效化。

10 分钟申贷，系统自动审核，全程无人工干预，24
小时在线服务……农 e 贷业务运用广大农户个人征信大
数据技术，采取预授信模式，借贷者无须抵押、担保。这种
模式让个人征信数据多跑路，让贷款农户少跑腿，实现阳
光放贷、金融普惠。

河套农商行互联网金融业务部经理黄燕告诉记者，
该行提前开展入户调查农户生产经营、还款意愿、收入支
出等情况，逐户评定信用等级。在个人征信的基础上，银
行系统自动审核贷款，自动匹配授信额度、利率、期限，省
时又准确。

手机贷款广受农民喜爱。在推出农 e 贷业务短短 20
天内，河套农商行已向巴彦淖尔市 2700 多户农民累计授
信贷款 2 . 1 亿元。隆胜村村民们国华说：“一次授信，三年
有效，月利率 8 . 3 ‰，随时贷随时用，利随本清，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他咧嘴笑道：“我们农民为这种高效率的贷款
点赞。” (记者李仁虎、李云平、刘懿德)

新华社呼和浩特 11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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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11 月 18 日电(记者李志浩、胡虎虎)冬
降天山南北，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的采棉工作已近尾声。穿梭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一片百亩棉田，采棉工陈喜波
双手齐用，麻利地将花捋下，塞入身后的布袋，抓紧时间采摘
最后一茬棉花。

来自云南昭通的陈喜波，13 年前就开始来南疆采棉。陈喜
波告诉记者，拾花的生活简单而清苦。赶在天亮前吃好早饭出
门，借着晨曦，大家开始采摘。一棵棉株有 10 颗至 14 颗棉桃，
矮的到脚踝，高的在大腿，腰要始终弯曲。五根手指，正对应棉
桃的五瓣花。要摘得多，双手须准而快。直到棉田被夜色打黑，
他们才结束十多个小时的采摘，回到借宿的当地老乡家。

双手摘花，每年不变。但行业用工上的巨大变化，让陈喜
波感受颇深：“以前有很多外地人来拾花，现在本地人越来越
多了。”喀什地区人社局统计显示，今年由内地输入的采棉工
为 6219 人，而本地区的采棉工为 25 万，其中就近就地务工
21 . 09 万人，到疆内其他地州务工 3 . 91 万人。来自内地的采
棉工，不足喀什地区全部采棉用工的 3%。

而在十几年前，情况则非如此。在新疆“包地”种棉已
10 年的河南人王清海回忆，最初几年一到八九月份，就要
从河南老家请人来采棉，虽然路途远，还要包吃住，但“老家
人一来一大批，摘得快”。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
的 74%。棉花采摘长期依靠人工，产生大量的季节性用工需
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新疆本地劳动力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种植大户们只好各显神通，以更高的成本，从内地请工。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河南、四川、云南、甘肃
等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每年通过铁路、公路，齐赴新疆拾
花“淘金”，一度曾达 60 余万人。

陈喜波赶上了内地进疆采棉大潮的尾巴。技术熟练的
陈喜波一天可采 120 公斤。经过两三个月采摘，收入达一至
两万，对不少农民而言，这样的报酬很有吸引力。但大潮已
落，他认识的老乡如今几乎都不再来，而是去东中部工作。
连他自己也在犹豫明年是否再来。

“落潮”的原因，主要来自农业生产方式的升级。新疆农

业厅数据显示，近些年，得益于国家支持和土地规模化效
应，新疆农业现代化有了快速提升，北疆 80% 以上的棉田
已实现全程机械化。

目前，南疆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
州等地的机采棉正处起步阶段，机采率不足 20%，人工需
求依然很大。但用工变化显著，曾经阻碍本地劳动力进入采
棉市场的因素已然不在。

得益于新疆各级政府对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的持
续推进，尤其自 2014 年以来，新疆连续 5 年派出共 35 万人
次干部接力驻村，帮扶群众脱贫解困，建强基层组织，南疆
农民得以有效组织起来，投身脱贫攻坚。

眼下，新疆铁路部门的务工人员返乡专列已再次开通。
再过几天，陈喜波也要踏上返乡列车。见证过南疆城乡面貌
的变迁，也曾在浙江多地工作过，陈喜波对于这种变迁显得
很豁达：“明年大概不会再来了吧，路途太远，采棉也确实辛
苦。”他说，毕竟本地老乡已是采棉市场的绝对主力了，自己
要找到替代拾花的工作也并不困难。

在棉花主产区新疆作别行将离身的内地拾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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