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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何磊

静、朱国亮）撕开桃皮，汁液顺着手指淌
出来，一口咬下去清甜。夏日时节，在“水
蜜桃之乡”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
空气中都能闻到桃子的甜香。在阳山，桃
产业富了村民，美了环境，还引来资本和
游客。

阳山镇几乎家家种桃，夏日丰收之
余，“桃王”评比是全镇的“大事”。经层层
筛选，“80后”桃农吴晓波家的桃子赢得
今年“桃王”称号。

“都说种桃不易，要疏果、套袋，但在
阳山这些并不难。”吴晓波说，“田地排
水、病害防治、品种嫁接乃至如何授粉，
当地农技师都会‘送技到家’。”

2011年，吴晓波辞职回到家乡创办
“果多多”家庭农场，种了 32亩桃树，去
年卖桃收入 150多万元，最贵的桃子一
个能卖 50元。

“‘桃王’评比不只是趣味比赛，也是
品种选育过程。”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秘
书长赵逸人说，最初桃子一个才二两，现
在大部分能达半斤。

又大又美的“大白凤”、超高甜度的
“湖景”、汁多香浓的“阳山蜜露”……阳
山水蜜桃如今有 20多个品种。

“这些品种都是科研人员和桃农共
同选育的。”赵逸人说，阳山自然气候和
地质条件本就适宜种桃，又有科技加持，
水蜜桃越来越大、越来越甜，成为“能用
吸管吸的桃子”。

“每年桃花开，订单就来了。”阳山镇
老桃农虞仕法说，早年，一斤桃几毛钱，
要一担担拉到外地去卖；现在做成品牌，
能按个卖，线上线下不愁销。

虞仕法 1984年开始种桃，4亩桃园
至今依然是家中的重要收入来源。据阳
山镇政府的信息，去年阳山水蜜桃总产
量 3 . 4 万吨，销售额 6 . 3 亿元，农民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5万元。

桃汁、桃胶、桃花酒、桃花面膜，当地
已形成桃产品一体化经营，去年产业链产值达 15亿元。“我
们不光卖桃，还‘卖风景’‘卖生活’。”阳山镇党委书记杨国
忠说。

音乐、电影、灯光秀，房车、露营，定向跑。每到桃花盛开
或桃子成熟时节，一拨拨城里人开着车、带着帐篷涌向
阳山。

无锡的乡镇工业普遍发达，阳山镇也曾拥有陶瓷厂、化
工厂、机械厂等各类企业。但为留下一片“桃花源”，当地政
府狠下心来该搬的搬、该关的关。

杨国忠说，认准桃产业以来，阳山先后搬离 380多家污
染企业。从引导农民规模种桃，办节推广品牌，到招引资本
发展旅游，历任镇领导都把水蜜桃作为金字招牌，发展桃
产业。

“种桃都忙不过来，哪有空招待？”虞仕法回忆，1997年
阳山举办首届桃花节，村民们都反对，镇干部挨家挨户做
工作。

后来桃农们才明白，桃花节不仅吸引游客赏花，更能推
广品牌，成交量大幅提升。如今阳山已举办 24届桃花节。此
外，采摘节、音乐节、美食节也都逐步办起来了。

“阳山水蜜桃这般甜，因为它不仅浸透了桃农的汗水，
还有政府的良苦用心。”虞仕法说。

疫后涅槃育新机 产业变革蓄“新能”

“世界工厂”广东打响“防守反击战”
新华社广州 7 月 21 日电（记者吴涛、孙

飞、孟盈如）用电负荷同比增长 1 . 51% 创新
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4 . 1%，进出
口总额增速转正…… 6月，广东多项经济数
据表现令人关注。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严峻国际贸易形势冲
击下，“世界工厂”广东不断优化“引擎”、升级
“车间”、筑牢“地基”，以全链条创新开始新一
轮产业修复和布局，以产业变革的方式打响
“防守反击战”。

新！蓄能“强引擎”，业态新动能

在广东揭阳，通用电气揭阳海上风电总
装基地正全力抢回被疫情耽误的工期。

“这意味着公司史上功率最强的海上风
机 Haliade-X 12MW 在中国的首秀将如期
开展，以每年每台 6700万千瓦时的发电量为
广东清洁能源和绿色新经济贡献力量。”通用
电气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向伟明说。

广东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6月，归属
新经济的核能发电量、风力发电量占规模以
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同比分别上升 2 . 39个
和 0 . 23个百分点。

新经济日渐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之一。2020年上半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
49234 . 2亿元，其中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

广东省统计局表示，广东新经济产业正
以更快速度恢复。6 月当月，广东先进制造
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9 . 0% 和
14 . 1%，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5 . 1 个和 10 . 2
个百分点。稀土磁性材料、工业机器人和 3D
打印设备等新兴工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增
速最高者超过 300%。

新兴业态也在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广
东远程办公、智能施工、无人配送等服务业新
模式带动了第三产业新经济增加值同比提
升。电商促销、快递+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带动
快递业务量增长 21 . 9%。

变！“车间”大升级，孵化“大智慧”

在深圳市光明区，TCL集团旗下华星光
电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昼夜不息。通过高清摄
像头拍摄照片、人工智能算法等进行产品缺
陷检测，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 5至 10倍。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李
东生说，得益于更高效的生产，今年前 4个月华
星光电出口额达 89.27亿元，同比增长 29%。

以人工智能、5G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让
“世界工厂”广东的车间更智慧、更高效。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以 5G、数据
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投入力度加大，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投资增长
18 . 6%。

在深圳，截至目前已建成 4 . 36万个 5G
基站。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贾兴东说，
深圳规划于今年 8 月底前实现 5G 网络全
覆盖。

在广州，今年将投入 332 . 5亿元建设一
批 5G网络与应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物联网
和智能制造等项目。

闯！跑出“加速度”，信心“更久远”

外向型，是广东的经济关键词。在疫情和
严峻国际贸易形势冲击下，广东外贸企业没
有坐以待毙，而是拿出闯劲和韧劲，迎难
而上。

出口占比高达九成的中山市帝光汽配实
业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订单量大降，愁坏了
总经理陈静。

听说 6月要办网上广交会，陈静觉得机
会来了。从没有进行过线上销售的一群人紧

急上阵，进行直播培训，用两个月时间，将写直
播脚本、邀约客人、制定优惠政策、及时跟进对
接客户程式化。

“结果广交会上我们转化落地的订单有
100多万美元，出乎意料。”陈静说。

积极应对，危中寻机，稳住了广东外贸基
本盘，也让经济在逆境中展现出良好势头。今
年二季度，广东进出口降幅已明显收窄。6 月
份，广东进出口总额增速已转正。

不仅如此，一些企业开始更长远的布局。
主营高性能改性塑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金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研发投入近 7
亿元，同比增长近 50%。公司董事长助理兼科
技管理总监彭忠泉说：“疫情期间公司研发投
入不减反增，因为持之以恒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才能抓住弯道超车的机会。”

“广东工业产业较为齐全，抗压能力较强，
加上新基建等重大项目投资和粤港澳大湾区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广东经济持续向好有底气
和信心。”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王丽莹说。

落实“六稳”“六保”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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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青年阿拉帕提·牙森的“工人时代”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
电（记者王优玲）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
张莹 21日表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及就业工作都造成严
重冲击，上半年整体就业走
势前低后稳。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 2020 年第二季度网上新
闻发布会上，张莹说，一季度
我国就业开局低迷，二季度
随着复工复产稳步推进，稳
就业举措全面落地，劳动力
市场需求升温，就业局势逐
步回稳。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 564 万人，完
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63%；6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 . 7%，二季度末全国城镇登
记失业率 3 . 84%；市场需求
实现由负转正，并延续回升
态势。

张莹说，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门从稳岗位、保重
点、促匹配、兜底线等方面精
准施策。养老、失业、工伤三
项社会保险共减免企业社会
保险费 5769亿元，缓缴 431
亿元，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减
费 1 . 6万亿元。

在强化困难帮扶兜底
线方面，聚焦 52 个未摘帽
县、易地搬迁大型安置区等
重点地区，通过优先外出、
优先稳岗、优先安置等措
施，确保贫困劳动力外出务
工规模超过去年水平。经各
方努力，截至 6 月底，全国
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达
2830 万人，超过去年总数。
同时，动态调整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标准，用足用好各类
公益性岗位，有效发挥就业
兜底保障作用。

据介绍，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实施重点企
业用工调度保障行动，累
计帮助 1 万多家中央转办
企业和地方重点企业解决

招用工 55 . 4 万人，确保重点防护物资及
生活必需品有序生产、应急保供；实施农
民工返岗“点对点”服务行动，累计“点对
点”运送 6 0 0 多万名农民工安全有序返
岗；实施社保助企“免减缓”行动，1 月至 6
月共向 4 3 4 . 6 万户企业发放稳岗返还
636 亿元，惠及职工 1 亿人，受益企业户数
是去年全年的 3 . 8 倍，中小微企业受益率
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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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电（记者李荣）品鉴评优、直播带货、直达配
送套餐、预约直销……上海郊区正在尝试多种农产品新型
产销方式，在以往“小农业对接大市场”成效基础上，进一步
细化落实，把农户与合作社的“微供应”与市民消费者一家
一户的“微需求”更直接地“点对点、门对门”挂起钩来。

“品鉴评优＋直播带货”，正在成为上海优质果蔬产品
的产销“新闭环”。今年以来，沪郊已连续举办了地产优质番
茄、黄瓜、西瓜和水蜜桃等品种的品鉴评优活动，除了专家
评分之外，都组织了市民评委共同参与“观、品”环节，“观”
农产品外观，“品”农产品风味，让消费者的评价占据相应的
权重，以此指导沪郊农产品的种植结构。有了优质产品，还
要让它们与家庭消费“见面”，上海尝试了“图片直播和网红
直播”带货，产生了较好的市场效应。新近，来自沪郊闵行、
嘉定、宝山、奉贤等区的青年农场主和职业农民也加入了直
播带货的行列，助推优质特色农产品销售。

“大平台＋预约直销”，成为今年沪郊果品销售的新尝
试。眼下是水蜜桃的集中上市期。沪郊水蜜桃的种植总面积
为 3 . 4万亩，产量在 3 . 3万吨左右，其中浦东的种植量最
大。浦东供销合作联社相关人士说，“桃子放不起”，需要第
一时间完成产销对接。此次，供销合作联社组建专业合作社
的联合社，统一组织果品供货，把农户与合作社的“微供应”
统合形成大平台，对接连锁果品销售门店，并且更进一步，
以预约直销的模式，与消费者的家庭消费直接对接，让“新
鲜果品进万家”。

此外，上海还积极搭建第三方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完善
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发布，推出“上海地产农产品直达配送
套餐”信息查询系统，供市民便捷筛选采购地产蔬菜、大米
和水果“套餐”。针对大采购对象，收集整理并形成了单品蔬
菜规模化供应基地清单，依托上海蔬菜食用菌行业协会微
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融合对接平台，面向销售商和伙食团
体分批定期集中发布地产蔬果的供应信息。

沪郊农产品尝试新型产销

“微供应”对接
市民“微需求”

据新华社上海 7 月 21 日电（记者贾远琨）7 月 20 日
晚，随着一架身披成都航空“中国梦”涂装的 EU6674航班
客机从上饶三清山机场起飞，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ARJ21
飞机运送乘客总量正式突破 100万人次。

自 2016年 6月 28日 ARJ21飞机首航至今，成都航空
ARJ21飞机机队规模已达 21架，开通 46条国内外航线，
通航 43座城市，陆续建立成都、泉州、银川等 6个示范运营
基地。目前，国航、东航、南航、天骄航空、江西航空等也加入
了 ARJ21飞机运营队伍。各家航司共接收 33架 ARJ21飞
机，开通覆盖我国华北、东北、华南和西南等地区的航线，通
航城市已达 56 座，意味着 ARJ21 飞机初步形成规模化
运营。

国产客机 ARJ21

载客逾 100 万人次

记者近期
调研发现，因资
金使用标准模
糊、审计监督严

格等多种原因，基层产生了“为不花错，宁愿不
花”的心态。以职业技能提升专账资金为例，
“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已开展一年，仅江苏
省就有 80多亿元专账资金，目前只花出去 3%
左右，资金使用进度严重滞后。

稳企稳岗稳就业压力较大，从上到下、从
政府部门到企业和劳动者都盼着这笔钱能起
作用，但“花钱”速度依然达不到预期。预期和
现实的距离，正是政策落实落细的差距。想方
设法激活“沉睡资金”，让基层敢花钱、办好
事，让企业和劳动者得实惠、有信心，正是当
前的迫切之需。

面对外界“不作为、慢作为”质疑，当地基

层干部也是一肚子苦水。“不是不敢花，而是
怕花错。”专账资金的使用审计比一般资金更
为严苛，“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花多了、花
少了、花错了都可能面临问责。

某些基层经办者因此选择不作为，甚至
有个别经办人宁愿调岗也不愿签字花这笔
钱。花钱难又要办事，不少基层干部只好搞变
通：有的降低工作质量，只求达到数量，任务
可以完成，但不花或少花钱；有的宁可挪用别
的资金，也不愿意碰这笔专账资金。

担心审计问责还是问题表象，政策界定
不清、要求模棱两可、措施不接地气，也加剧
了基层的执行难。

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例，不仅资金来源复
杂让基层不知该花什么钱，新老政策涉及的
培训对象相互重合、目标往往是“既要……又
要……”，令基层无所适从。上位政策模糊是

因为不了解基层实情，基层虽了解实情却缺
少因地制宜、创造性落实政策的空间和担当，
上下错位就容易导致政策和资金错配。

政府部门资金“沉睡”现象早已有之，个
别领导干部甚至对此不以为然，觉得钱花不
出去总比乱花要好。但是，当前形势不同以
往，受疫情影响，居民就业、企业稳岗压力较
大，尤需政策支持。

每一笔能补贴到个人和企业的钱，都是
特殊时期的兜底和撬动，对厚植民生基础、培
育发展动能具有重要作用。由此，相关部门不
能坐视“沉睡资金”趴在账上，应当多方联动、
积极作为、细化政策，把钱花到社会急需的地
方去。

知难不难，贵在担当。近期，在有关方面
的支持下，江苏省盐城市人社与财政等部门
联合会商，根据上位政策出台了疫情期间鼓

励线上培训、补贴中小企业技能培训等多个办
法，向社会征集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工种，明确
了补贴对象、标准和程序，仅上半年就累计支
出各类技能培训补贴资金近 1800 万元。

可见，要敢花钱、办好事还是要靠主动作
为。靠上级部门能容错、给空间，靠主管部门牵
好头、干起来，相关部门配合好、齐助力，更快
厘清权责、尽量避免政策冲突，让惠民惠企政
策依规依据、切实落地。

学会“花钱”，是提升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
重要指标。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内
部控制到审计监督，资金使用的方式和约束都
在不断规范和完善，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
都必须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新变化，不断提升
科学决策水平，提高精准施策能力，让施策见
行见效。

（本报评论员杨绍功、郑生竹）

80 亿元专账资金“趴窝”沉睡

基层“为不花错，宁愿不花”心态该怎么破

▲ 7 月 20 日，阿拉帕提·牙森（右）与妻子古丽
斯坦·艾山、儿子帕合尔丁·阿拉帕提在家中合影。

 7 月 20 日，阿拉帕提·牙森（左）推着一车物
料经过妻子古丽斯坦·艾山（右）的办公区域。

几天前，家住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的阿拉帕提·牙森成为正式产业工
人满一周年。2019 年，当地政府牵线搭桥，他来到巴楚县纺织服装产业园
的一家企业就业，就此告别“土里刨食”的日子，步入属于自己的“工人时
代”。

近年来，在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当地政府扎实推进“七个一批”精准扶
贫措施，通过发展纺织服装、电子信息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越来越多
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进工厂，实现稳定就业增收。2019 年，新疆共促进新增城
镇就业超过 48 万人，阿拉帕提·牙森就是这支就业大军中的一员。

入职半年多，踏实肯干、手脚麻利的阿拉帕提·牙森就能胜任从布料剪
裁、缝合到质检的全部工序，被大家称为“流水线上的创可贴，哪里缺人就贴
哪里”。他也因此当上了 40 名工人的组长。他还把妻子古丽斯坦·艾山也介
绍到厂里上班，负责整理各班组的产量并录入电脑。夫妻俩每月收入 4000
多元。

如今，阿拉帕提·牙森一家平时在县城工作、生活，放假时则会回到乡下看
望父母，帮老人做点农活。在当地，这样的生活受到越来越多农村青年的喜爱和
追求。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县今年已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 8579 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122426 人次。

新华社记者马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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