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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底，甘肃省陇南
市一家橄榄油生产企业在
希腊举办的国际橄榄油大
赛上斩获大奖，获得国际
同行认可。消息传至武都
区外纳镇稻畦村，50 岁的
油橄榄种植户茹慈明激动
地拍手叫好，“获奖橄榄油
用的就是我们种的油橄榄
果子”。
　　油橄榄是世界著名的
木本油料树种，原产地中
海沿岸，引种栽培覆盖世
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20
世纪 60 年代，作为阿尔巴
尼亚政府赠送给中国的

“国礼”，1 万余棵油橄榄
树苗开始在中国多地引种
栽培。
　　种植油橄榄对地理条
件的要求非常苛刻。而陇
南市的气候、土壤条件与
地 中 海 沿 岸 极 其 相 似 。
1975 年，陇南引种栽培。
从引种试验、示范推广到
产业化发展，作为中国油
橄榄适生区的陇南已发展
为中国最重要的油橄榄种
植基地，被誉为“中国油橄
榄之乡”。
　　过去，油橄榄漂洋过
海来到中国，并在中国落
地生根。而现在，在中外
技术合作和人才交流支持
下，中国自产橄榄油也走
向海外，有了越来越多海
外粉丝。
　　在陇南市武都区桔柑
乡贺家坪村油橄榄示范种
植基地，记者看到，来自西
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家
不同品种的油橄榄在这里
茁壮生长，郁郁葱葱，果压
枝头，生机盎然。
　　武都区油橄榄产业开
发办公室主任赵海云介
绍，西班牙、希腊、意大利
等很多国家油橄榄种植历
史悠久，栽培、加工技术等
先进。他们生产的橄榄油
是烹调必需品，因其营养价值高被称为“液体
黄金”。近年来，橄榄油在中国市场逐渐升
温。在市场驱动下，陇南需要与国外交流合
作，生产更高质量的橄榄油，满足消费者
需求。
　　从国外引进优质油橄榄品种、学习国外
先进的种植和加工技术，成为武都区与国际
接轨的重要做法。在甘肃省科技厅、甘肃省
林业和草原局等部门支持下，世界橄榄油主
要生产国的知名专家多次来武都区授课培
训，在田间地头手把手为农户讲解种植技术，
深入企业详细介绍加工储藏注意事项。
　　早在 2009 年，西班牙油橄榄育苗专家佩
德罗·罗德里格斯就来到武都区。当时，武都
区油橄榄标准化育苗基地的扦插育苗成活率
只有 50% 左右，在佩德罗的技术帮助下，基
地将油橄榄繁育的成活率大幅度提高至 90%
以上。
　　赵海云告诉记者，武都区多年来引进了
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家的优质油橄榄品
种，并将表现好的树种大面积推广给普通种
植户。茹慈明所种植的油橄榄品种正是从西
班牙引进。去年，她从油橄榄种植中赚了 30
多万元。目前，全区有 20 万多人受益于油橄
榄产业。
　　一滴橄榄油见证中外交流与融合。2019
年，甘肃时光油橄榄科技有限公司斥资 600
余万元引进了两条意大利贝亚雷斯橄榄油连
续式生产线。企业总经理厉刚表示，这一生
产线在世界上处于先进水平，提高了橄榄油
加工效率，保证了橄榄油的质量。
　　今年 6 月，企业生产的橄榄油在希腊举
办的国际橄榄油大赛上斩获大奖。厉刚说：

“我们生产出的每一滴橄榄油都是中外交流
与融合的典范和结晶。”
　　去年 7 月，在希腊举办的第五届雅典娜
国际橄榄油大赛上，陇南市祥宇油橄榄开发
有限公司生产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在 17 个国
家的 430 份样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双
金奖。
　　新冠肺炎疫情也没有阻挡陇南橄榄油的

“出国之旅”。去年 8 月，陇南生产的 1.2 吨
橄榄油出口至韩国。今年 3 月，乌拉圭驻华
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一行来到陇南参观
访问。双方达成共识，将在油橄榄引种、人才
交流、技术培训等方面展开务实合作。
　　眼下，武都区多家橄榄油生产企业正与
国外开展油橄榄生物利用方面的合作。陇南
田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小勇
介绍，油橄榄树叶富含橄榄苦苷和黄酮等化
合物，是药品和保健品的宝贵原料。他们和
希腊雅典大学合作，提取并利用化合物，增加
油橄榄产业附加值。
　　“油橄榄树由国外引进，又在中国落地生
根，架起了一座东西方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甘肃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姜成英说。
   （记者张文静、龚哲）新华社兰州电

新华社记者孙亮全

　　几天前，2021 年山西省公路自行车冠军
赛在大同市左云县闭幕。
　　这个晋北小县已经连续 4 年举办自行车
赛，吸引了大批选手和游客到来。随着塞北黄
土高原生态持续向好，长城、古堡、箭楼辉映着
蓝天、绿树、湿地，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山西最北端“煤都”大同“脱黑向绿”、
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同市重点监测的
8 家景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200 余万人次，恢
复到 2019 年同期的 9 成多。而在 2019 年，大
同全市接待游客 5500 万人，实现旅游总收入
480 亿元。此前数年，大同市文旅产业以年均
20% 的速度增长。
　　作为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坐拥云冈石

窟、悬空寺等著名文物古迹，大同却贴了近百年
的“煤都”标签，曾“因煤荣耀”，也“因煤苦恼”。
　　“历史在大同盆地底部埋下宝藏，藏着光和
热。”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要子瑾说，大
同煤炭在清末即形成规模开采，至改革开放后
的 10 年间，已成“世界三大煤都”之一。
　　长期靠煤发展的大同不可避免出现了“一
煤独大”的困局。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明生说，单一产业结构带来严峻的现实问题。
云冈大佛披“黑裟”，城市处处脏乱差。
　　为了转变这一状况，大同通过调整生态布
局、城市布局提升“综合素质”。大同市生态环
境局局长郝瑞说，通过持续多年的植树造林、治
水治气等，大同将全国污染“黑三甲”变成了年
均空气优良 300 余天的“大同蓝”，将“不毛之
地”变成了“全国十佳生态文明城市”和“中国美
丽城市”。
　　“秦汉名邑、北魏京华、辽金西京、明清重
镇，几乎每个时代，都留存了珍贵遗产，这样的
城市北方很少。”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副
会长宋志强说，大同真正的底蕴是文化。

　　复建古城，扩容景区，进行城市升级改
造，重塑城市形象，大同开始重新擦亮历史文
化名城“底色”，唤醒居民的自豪感。
　　 8 月份，第六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
再次走进大同。除了电影周，大同已连续 18
年举办云冈文化节、连续举办 7 届古都灯
会。大同市文旅局副局长姜文说，当地一方
面提档升级旅游产品，另一方面不断举办活
动塑造城市品牌。
　　“仅住宿这一个指标，就能看出旅游这个
新‘引擎’的富民威力。”大同市文旅局发展科
科长刘海鹏说，全市目前有 5.8 万张酒店床
位，旺季“一床难求”。大同金凯国际酒店经
理赵庆琳说，拥有 170 多间客房的酒店，容
纳了 140 多名员工就业，去年营收 4000 多
万元。
　　在大同市灵丘县，秦淮环首都·太行山大
数据基地三、四期不久前建设完成，这个数据
中心部署了 13.5 万台高性能服务器。
　　除了秦淮，中联、华为等一批数据中心落
户大同。大同市目前建成、在建的数据中心

服务器规模约为 80 万台。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大同正将先天优势
变成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以布局大数据
产业为例，大同处在环京带宽不受限区域，
土地资源充裕、气候寒凉干燥，电价低廉、火
电稳定。”大同市项目推进中心主任杨生
玺说。
　　此外，大同坚持培育新动能，加速探索
向“新能源之都”迈进，着力打造风电、光伏等

“六大新能源产业集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布局赋能。
　　截至目前，大同市新能源装机达到近
630 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近一半，占
山西全省新能源装机的近 20%。
　　王明生说，以超过百亿产值的装备制造、
现代医药、文化旅游等四大战略产业为支柱，
以通用航空、大数据、新材料等六大新兴产业
为突破，大同市已初步构建起“一煤为基、四
马拉车、六新崛起”的现代产业体系，“煤电独
大”向“多业支撑”转变迈出坚实步伐。
      新华社太原 7月 21 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凯、孙晓辉

　　 7 月 15 日，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如期而至。据不完全统计，境内外 479 家
跨国公司包括大量世界 500 强企业报名线下
参会。不少跨国公司期待在中国拓宽新的合作
领域，实现互利共赢的局面。

危机变局中彰显大国开放决心信心

　　当前全球疫情仍肆虐，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抓住新机遇、寻找新投资，是跨国企业共同的
心愿。
　　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说，在世纪疫情与百
年变局相互交织、国内经济稳中向好背景下举
办这一活动，彰显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
心，也将增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发展的信心。
　　淡水河谷中国区总裁谢雪表示，中国承诺
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
放，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这令企业备受
鼓舞。
　　“这次峰会本身就传递出中国愿与各国共
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谢雪说。
　　第二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咨询委员
会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认为，全球需

要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这样的平台，不仅
有利于展示中国更加完善的政策和更加优化的
营商环境，并且能使企业间近距离互动，探讨新
的合作模式，双方都能够获益。

巨大市场优良环境成就投资吸引力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充分展
示国际合作诚意，为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发展构
建了更加良好的新空间。
　　“去年，中国在突发疫情时迅速采取了高效
的抗疫措施，展现了统筹全局的能力。”液化空
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柏昊
天表示，得益于中国的治理优势，液化空气集团
2020 年所有业务线都实现增长，全年增幅达到
3.4%。
　　柏昊天说，在疫情期间，集团符合条件的子
公司还享受到减税降费、社保补贴等方面的扶
持政策。
　　据了解，巨大的消费市场、完备的产业基础
是中国吸引外资的重要原因。
　　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杨旭
表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消费者对创新产品包
容度最高，跨国企业的技术、产品和中国的规模
优势有利于形成一个更大的市场。

　　杨旭认为，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建
设了完善的基础设施，造就了完整的产业链，
培养了大批技能成熟的产业人才；政府大力
扶持创新，产业创新在加速；广大用户对新技
术、新产品、新服务充满热情，这些都进一步
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的信心。
　　中国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也为跨国公司
提供了优质的经营空间。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至 6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078.4 亿元，
同 比 增 长 2 8 . 7 % ，较 2 0 1 9 年 同 期 增 长
27.1%。
　　“在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中
国上半年外资成绩单成色十足。”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说。

  “让更多外国投资者搭上中国

发展快车”

　　不少跨国公司负责人认为，中国将成为
世界经济复苏有力支点，他们期待在中国找
到新的市场机遇，拓宽新的合作领域，实现互
利共赢的局面。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业务区销
售副总裁陈宏表示，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

对自动化高科技创新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
大，企业希望能紧跟这一巨大机遇，实现飞跃
与发展。
　　除了科技创新机遇以外，越来越多跨国
公司还将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抓住绿色
发展机遇。
　　“中国各个产业在节能降耗、提质增效、
绿色低碳等方向上的投资不断加大，这将会
带来非常可观的商业机遇。”林德大中华区总
裁李臻旻希望，能够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和推进节能降耗转型过程中收获商业
价值。
　　江森自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经理朱永焕
表示，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中国的大都
市对安全、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需
求不断增加。
　　“我们的智慧建筑与数字化解决方案，期
待可以助力城市建筑能源的绿色高效利用，
确保长期碳减排目标。”朱永焕说。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将
持续推动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扩大外商投
资市场准入，加强重点外资企业和项目服务
保障，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的外国投资
者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新华社青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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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岛峰会看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信心

百年“煤都”绿色转型
中部高质量发展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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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杭州 7月 21 日电（记者魏董华、张
肇祺）记者 21 日从浙江省减负办了解到，浙江
省最新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
本改革的若干意见》，出台 42 条减负降本政策，
预计今年可为企业减负降本超过 2500 亿元。
　　浙江省减负办主任、省经信厅一级巡视员
凌云介绍，此次 42 条减负降本政策包括“两减
五降”，涵盖了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减免税
收政策”“减免政府性基金政策”“降用工成本政
策”“降用能成本政策”“降物流成本政策”“降融

资成本政策”“降其他成本政策”等方面。
　　凌云介绍，在政策起草过程中，相关部门
注重把握突出精准减负、突出支持实体经济、
突出支持小微企业、突出支持新经济新动能
4 条原则。
　　针对小微企业，本次意见专门制定了 14
条相关扶持政策，向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倾
斜，如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 15 万
元（含本数）以下免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免
企业所得税等，着力提升小微企业获得感。

　　同时，浙江将继续推进数字化改革，推动
减负降本政策“上线”。经营者可以登录浙里
办“企业码”的减负降本专区，查看可享受的减
负降本政策和相应金额，在手机端“点一点”就
能随时查看企业“减什么”“减多少”“怎么减”。
　　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期
间浙江全省共为企业减负 11045 亿元，规上
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从“十二
五 ”末 的 8 4 . 8 元 下 降 到“十 三 五 ”末 的
82.9 元。

浙江推出 42 条惠企政策减负降本

首接
  7 月 21 日，空客工作人员在空客 A350 飞机前留影。当日，在空客天津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 A350 项目投产暨首架
飞机交付仪式上，空中客车宣布，空客天津宽体机完成和交付中心 A350 项目正式运营，其首架 A350 飞机正式交付中国东
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这也是首架在中国完成交付工作的空客 A350 飞机。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摄

　　据新华社西宁 7月 21 日
电（记者骆晓飞）7 月 1 日开启
的青海省全清洁能源供电实
践，再次刷新“绿电”成绩单。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提供的数
据显示，7 月 1 日至 19 日，青
海省清洁能源发电量为 58.1
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燃煤
2 6 4 . 1 万 吨 ，减 排 二 氧 化 碳
475.4 万吨。
　　“今年的‘绿电’活动以支撑
青海率先实现碳达峰为总体目
标，在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的
新型电力系统方面进行了创新
探索。”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副
总经理范越说，今年以“绿电 7
月在青海”为主题的减碳系列活
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技术创
新带动新能源消纳水平明显
提升。
　　 7 月以来，青海新能源日
均发电量 1.08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4.3% ；新能源发电量占
总发电量的 33.1%、同比提升
8.7 个百分点，占总用电量的
47.9% 、同比提升 11.9 个百
分点。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互联
网部主任周群星介绍，依托青海
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利用高频数
据碳排放智能监测分析平台，青
海今年首次向社会发布了《基于
电力高频数据碳排放监测报
告》，实现对青海全省重点行业、

产业以及居民用户碳排放日频度监测分析。
  “监测分析结果表明，发展清洁能源减排效
果显著。仅以今年上半年为例，青海清洁能源
发电量近 400 亿千瓦时，相当于代替原煤
1400 多万吨，减排贡献量 4000 余万吨。”周群
星说，“双碳”监测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既可以为
政府部门“双碳”决策提供支撑，也有利于将地
域、企业甚至居民的碳减排贡献度量化分析，进
而为开展碳交易打下基础。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调控中心主任方保民
告诉记者，“绿电 7 月在青海”系列活动着力于
为零碳电力系统寻找解决方案，实现发电企业、
电网企业和用电方多方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