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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0 日电（记者姚玉洁、周
蕊、吴宇）尽管全球笼罩在新冠肺炎疫情阴影
下，但上海依然吸引了大量外商“用脚投票”，继
续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
土之一。今年 1 月至 10 月，上海实际利用外资
达到 171.79亿美元，同比增长 6.2%。
　　在这里，更多高能级地区总部落“沪”，产销
两端为外资拥抱中国机遇带来更多便利，以进
博会为窗口，外资深耕中国的步伐更坚定。

“大脑”更高能：总部经济发展蓬勃

　　 19 日，上海为新认定的 30 家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和 10家外资研发中心颁发证书。截至目
前，上海 2020年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43家，
外资研发中心 16家，累计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达到 7 6 3 家和
477家。
　　记者注意到，此次获颁证书的 40家跨国企
业多数来自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包括生
物医药、信息科技、汽车、智能制造、集成电
路等。
　　丹麦珠宝品牌潘多拉的中国区总部即将在
月底正式投入使用。“我们特别感谢中国政府对
外商的支持，潘多拉中国区总部的成立是我们
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的最佳证明。”潘多拉中国

总经理洛嘉笙说，公司未来将继续加大对中
国市场的开拓和投资，也希望成立中国区总
部后，品牌可以更近地聆听中国市场及中国
消费者的心声。
　　“上海拥有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为跨国
企业的业务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瑞典欧
瑞莲集团中国区高级营运总监董明华说，此次
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将进一步强化中国市
场在欧瑞莲全球战略发展中的引擎地位。
　　下一步，上海将以更精准、更有力的政策
供给和优质服务，进一步打造开放新高地。

  “手臂”更有力：产销两端助力外
商拥抱中国机遇

　　在生产端，疫情防控得力，工厂快速复工
复产；在销售端，完备的数字化和物流等基础
设施，让外资企业更快触达中国广阔经济腹
地。更有力的“手臂”，正在助力外商加速拥抱
中国机遇。
　　“疫情下，紫外线消杀产品的需求猛增，
我们相关产品的产量是去年同期的 8 倍，这
其中离不开快速复工复产的中国工厂。”昕诺
飞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王昀介绍，
疫情下，企业在中国的工厂反而新增了产能，
在中国的销量也已经全面回暖，“疫情下，中

国经济社会快速恢复常态以及产业链展现的
韧性都让我们对中国市场更有信心。”
　　生产端快速复工复产，销售端的回暖也
颇为迅速，开云集团等外资企业都认为这离
不开疫情下高速发展的电子商务。
　　先通过跨境电商“试水”中国市场，再将
“爆款”引入线下渠道，这是西班牙护肤品牌
怡思丁在中国市场快速打开局面的数字化
“新路径”。
　　“品牌在欧洲市场几乎完全依赖线下渠
道，在中国市场‘换种打法’，最开始下了很大
的决心，现在中国已经是海外的第一大市
场。”怡思丁零售及分销渠道总经理郑燕妮
说，中国电子商务和物流领域完备的基础设
施给了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品牌近年来
在中国市场增长迅速，截至目前的业绩已经
超过去年同期。

  “步伐”更坚定：以进博会为窗口，

深耕中国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10日闭幕。
疫情下，第三届进博会的经贸合作成果依然
超前两届，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 726.2 亿
美元。以进博会为窗口，越来越多的全球企业
认识到了中国的开放决心和市场潜能，进一

步深耕中国市场。
　　在刚刚结束的第三届进博会上，亚瑟士
是首次设立的体育用品及赛事专区里的明星
企业。进博会一结束，这家企业就宣布将大中
华区落户在上海。
　　“我们对中国经济前景及市场的潜力充
满信心，希望能借助进博会将更多前沿产品
带入中国消费者的生活，加速拥抱中国机
遇。”亚瑟士大中华区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对改革开放的决心非常坚持，进博
会更是明确传递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号。”特
斯拉公司副总裁陶琳说，特斯拉在中国加大投
入的信心进一步增强。目前，特斯拉超级工厂
二期工程正在顺利推进过程中，明年上半年有
望实现量产交付“中国制造”Model Y汽车。
　　一家外资金融机构在第三届进博会期间
发布的调查显示，全球 11 个海外市场的
1100 家企业中，四分之三的受访企业预计未
来两年对中国的出口或销售会实现增长，五
分之一的企业预计增长会超过 20%。“不仅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全球企业准备将供应链撤
出中国，四分之三的受访企业预计未来两年
会增加在中国的供应链布局，而且有超过四
成的企业计划将中国供应链比例增加 10%
或更多。”

“大脑”更高能 “手臂”更有力 “步伐”更坚定

外资逆势加码上海的新变化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0 日电（记者杨丁淼）叉
车绑上支架变成登高的移动云梯，两台吊车并
排停靠，吊钩成了做引体向上的吊环……若不
是“天网”工程的实时监测，这些“高难度”操作
执法人员想都不曾想过。
　　随着市场主体的迅猛发展，静态监管愈发
难以防住动态隐患。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市场
监管部门开发“天网”系统，以信息化手段，应对
特种设备监管领域“人少事多”挑战，监管效能
大大提高。
　　通州区共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4000余家，
在用特种设备 2.2 万台，另有压力管道 900 公
里，气瓶 66 万余只。监管面广量大，情况复杂，
而全区监管人员只有不到 100名。
　　“执法人员在场时，企业是不会违规操作
的，而且检查时设备多处于静止状态，安全隐患

往往是运行后才会显现。”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副局长邱一真表示，传统的监管方式与手段
已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监管的需求。
　　监管部门还反映，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微
企业重效益、轻安全的现象依旧普遍，尤其是
今年受疫情影响，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在安全
生产上的投入大幅下降，事故风险进一步
增加。
　　近年来，通州区以特种设备监管为突破
口，打造“天网”工程构建起整套“人防、技防、
设施防”的风险防控体系。
　　记者在旭东汽车零部件制造（南通）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看到，每一个大型机械上都
贴了二维码，多个摄像头分布在厂区重点位
置，叉车运行过程中声光报警装置随之启
动……这些都是通州区开展“天网”工程以来

产生的变化。
　　截至目前，通州区在首批 380 家特种
设备使用单位的重点作业区域安装了
1200 余个视频监控，让执法有了远程“监
督眼”。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科科长成辉
告诉记者，系统运行初期，作业人员不戴安全
帽占总体隐患的比例近 40%，目前已大幅下
降至 7%。
　　旭东汽车零部件制造（南通）有限公司安
全生产部经理李建军告诉记者，过去疲于应
付执法单位检查，执法人员一走，生产中凭经
验、凭感觉的危险操作仍然在继续；现在时时
暴露在监控中，也经常收到监管部门的提醒
和警示，安全的弦绷得很紧。
　　翻开通州区市场监管局 2019 年对全区

所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的 4635份检查记录，
超过 90% 的记录表上都是雷同内容，能体现
设备使用安全隐患的记录表仅有 2 份，不到
千分之一。
　　“过去执法履职为避责的心态十分普遍，
‘天网’工程实施后，原本‘走过场式’监管正
在向实用型监管转变。”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西
亭分局局长赵小兵说。
　　“特种设备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不能仅靠随机抽查、飞行检查，必须实行
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的严格监管，把隐患
当成事故抓。”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局长曹勇表
示，目前“天网”工程较大程度依靠人工监控
和处置，未来计划加入人脸识别、物体移动捕
捉、违规行为远程对讲等技术手段，实现安全
监管的智能化升级。

叉车竟作“云梯”，吊钩敢当“吊环”

江苏南通以智慧监管防范特种设备动态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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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1 日电（记者
吴帅帅、魏董华）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1%、对省内工业增长
贡献率逾六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20.9% ……近期浙
江省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中，数
字经济底色愈发亮眼。注入新动能、带
来新机会、创造新模式，数字经济正在
助推浙江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
轨道。
　　在刚过去的“双 11”网络购物节
上，一批标注着生产日期的服装格外
受关注。这些产品由网店“初棉”和浙
江一家智能工厂联手打造，在“双 11”
预售开始后，响应市场需求快速完成
生产。一个小小的标注背后，是企业生
产模式的整体转变。
　　“通俗说，原来服装行业就是打
‘提前量’看好今年版型、面料、流行色
彩，提前一季开始备货。”网店“初棉”
相关负责人介绍，但如今消费者个性
化需求增多、直播渠道使得买卖双方
互动增多，让快速反应的定制款受到
追捧。
　　在与“初棉”合作的“数字化工
厂”里，记者看到每块面料都有自己
的“身份证”，进厂、剪裁、缝制、出厂
可通过图像识别全链路跟踪；产前排
位、生产排期、吊挂路线，都由人工
智能来做决策。
　　阿里巴巴集团“犀牛工厂”负责人
伍学刚介绍说，结合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工厂的运转效率将达到行
业平均水平的 4 倍，例如服装行业原
来 1000 件起订、15 天交付的流程，缩
短为 100件起订、7天交货。
　　面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向内积极谋求数字化转型成了不
少制造业企业的应对“良方”。
　　浙江数澜科技是一家企业数据中
台服务提供商，主要为传统制造企业
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设施。数澜科技
运营总监武凯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国
内市场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大涨，企
业国内客户增至 1000家。
　　远程办公环境下的数字化管理、
基于数据的智能调度排产、把体验店
搬到线上的数字化销售……数据显
示，今年前三季度，浙江企业上云数量
累计达 39.8 万家。越来越多企业意识
到，只有以“数”应对，才能对未来发展
心中有数。
　　同样，得益于数字经济领域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浙江在
短时间内快速搭建起了应对疫情的屏障。
　　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流行病学，浙江每日互动股份有限
公司在疫情发生后，助力有关部门精准识别“无意识密切接
触者”，实现疫情可追溯、可预测、可视化和可量化。
　　 48 小时内上线“新冠防疫数据智能平台”、推出“健康
码”、通过“亲清在线”平台，快速落地复工复产各类补助政
策……一项项举措背后，既有近年来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效，
也得益于阿里巴巴、数澜科技、每日互动等数字经济领域企
业的积极参与。
　　每日互动创始人方毅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浙江快速推
出各项应对措施的实践证明，唯有肥沃的“数字土壤”，才能
在苛刻的外部环境下孕育生机。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
浙江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 763.6亿元；与
此同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
10.7%，较上半年提升 0.7个百分点。
　　浙江省经信厅一级巡视员凌云说，2017 年底，浙江省
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如今，从数据看，数字经济
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传统产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已经成
为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鲁畅）北
京市交管部门“随手拍”
平台自今年 8月 5日上
线以来，累计注册用户
54.3 万人，对群众投诉
的符合证据标准的约
15 万起交通违法线索
已依法录入非现场执法
系统。记者从北京市交
管局了解到，群众投诉
较多的违法行为是“违
法占用应急车道、公交
车道、非机动车道、导流
带”“遮挡机动车号牌”
“主干道主路违法停车”
“占用盲道、人行横道违
法停车”等。
　　记者了解到，对涉
及遮挡、变造车辆号牌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投诉线索，交管部门开
展侦查工作，依托科技
系统和大数据分析锁定
违法机动车，传唤嫌疑
人到案处理。
　　 9月 28日 7时，一
辆小客车在机场高速剐
撞他人车辆后直接驶
离，该车辆特征与群众
“随手拍”举报投诉信息
一致，涉嫌故意变造号
牌和违法占用应急车
道。北京朝阳交通支队
接到投诉后立即部署警
力调查，锁定嫌疑车辆
和嫌疑人。经传唤，嫌疑
人于 10 月 26 日到案，
并承认故意变造机动车
号牌和多次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行为。警方依法
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15
日，并处罚款 5000 元、
记 12分的处罚，同时将

能够查证属实的占用应急车道违法记录一并
予以处罚，交通事故案件另案处理。
　　统计显示，“随手拍”平台上线以来，北京
交警对群众投诉线索基本清楚、经传唤当事
人补充调查并予以处罚的 225 起；对涉及遮
挡、变造车辆号牌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1412 起投诉线索全方位开展侦查工作；对群
众投诉的 309起交通信号灯故障问题第一时
间进行修复。
　　交管部门提示，冬季早晚高峰时段光线
条件不佳，群众在投诉举报违法行为时应尽
量选择光线条件较好的角度拍摄，并保持拍
摄时手机稳定，以提高图像信息作为处罚依
据的有效性；同时，投诉违法行为首先要保证
安全，驾驶人切忌在驾驶过程中拍摄，骑车
人、行人避免在昏暗环境下于行车道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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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月 21 日，中铁四局建设者在深圳北站改造工程现场切割铁轨。

  11 月 21 日，深圳北站改造工程进入决胜阶段，全部工程预计 12 月初完成。该工程在车站规模不变、铁路线路正常运行的条
件下，增设一个动车所、新建两条动走线并全部接入车站，建设者只能利用每天凌晨 12 点半至 4 点半的 4 个小时“天窗点”作业。

  改造完成后，深圳北站将满足赣（赣州）深（深圳）铁路引入需要，大幅增强深圳北站枢纽作用和深圳特区对赣南革命老区的辐
射带动作用。                                        新华社记者刘大伟摄

深圳北站改造工程完成在即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记者史竞男）为纪念钱钟书
诞辰 110 周年，一部由钱钟书选定、杨绛抄录的唐诗手稿，
经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排印成书，21日正式发布。
　　钱钟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著述丰赡，其中《宋诗
选注》一书出版发行 60 余年，是受到学术界赞誉和大众读
者好评的经典选本。作为品读唐诗和书法习字的“日课”，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钱杨伉俪以《全唐诗》为底本，进行唐诗
选录，最终形成了“钱选杨抄”的“全唐诗录”九册手稿，在尘
封数十年后得以正式出版。
　　《钱钟书选唐诗》共选录 308 位诗人的 1997 首（句）作
品，其中，白居易以 184首作品超过杜甫（选录 174首）位列
第一；既选了大量以创作闻名的诗人的作品，也选了像唐明
皇、章怀太子等非诗人的作品；既选了思想性强的如杜甫的
《新安吏》《石壕吏》和“三别”等诗作，也选了像韩愈的《嘲鼾
睡》这类有趣味性的作品。
　　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
思理见胜”；“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
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这些被看成他选诗的主
要依据。
　　专家认为，《钱钟书选唐诗》充分体现了钱选唐诗的主
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同时，近
2000 首作品的体量，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特
征和风格状貌，也为大众读者研读欣赏唐诗这座中国文学
史上的高峰，提供了更完备的选本。

纪念钱钟书诞辰 110 周年

《钱钟书选唐诗》出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中国歌剧舞剧院 21 日发布
讣告，著名舞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陈爱莲因病治疗无效，
于 11月 21日 00时 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1岁。
　　陈爱莲是新中国舞蹈事业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牧
笛》《鱼美人》《红旗》《白毛女》《敌后交通员》《文成公主》
《红楼梦》《牡丹亭》《繁漪》等。曾多次代表国家赴前苏联、
美国、欧洲等地演出，所到之处广受赞誉。
　　中国歌剧舞剧院表示，陈爱莲用舞蹈诠释传奇一
生———“生命不息、舞蹈不止”，我们深切缅怀她。她为中国
民族舞蹈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是大家心目中永远敬仰的
表演艺术家、教育家。

著名舞剧表演艺术家

陈 爱 莲 逝 世

　　新华社合肥 11 月 21 日电（记者陈诺）
无视长江“禁渔令”，利用电拖网等工具在
江豚保护区等地疯狂捕捞野生鱼类。记者
日前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公安局了解
到，当地警方破获一起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案，查获长江刀鱼 300 余公斤，抓获犯罪嫌
疑人 29 名。
　　今年 7 月初，怀宁县警方接到群众举报

称，当地皖河干流洪铺段水域有人偷偷捕鱼。
皖河系长江支流，洪铺段水域属于长江安庆
江段长吻鮠大口鲶鳜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和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范围。警方立
即展开调查，以王某红、王某菲为首的非法捕
捞团伙浮出水面，2 9 名犯罪嫌疑人陆续
到案。
　　经公安机关查明，犯罪嫌疑人王某红为

了谋取个人利益，长期在夜间使用电拖网、
“地笼”等工具非法捕捞包括刀鱼在内的长江
野生鱼类。犯罪嫌疑人王某菲等人则为其购
买渔网，提供车辆转运，帮助其销售渔获物，
从中获取非法利益。
　　目前，王某红、王某菲等 8名犯罪嫌疑人
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案件仍在进一步
侦办中。

安徽警方破获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
查获刀鱼 3 0 0 余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