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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昆明3月10日电（记者浦超）
据云南省发展改革委消息，云南省 2020 年

“四个一百”重点项目计划即将出炉，今年
将推出 525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 5 万亿
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4400多亿元。

云南省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处长
郭金华说，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四个一百”

（100项竣工投产项目、100项在建项目、100项
新开工项目、100项前期工作项目） 项目有一

个突出特点，大项目
占比明显提升。525 个
项目中，总投资 50 亿
元（含）以上的项目 232
个，100 亿元（含）以上
项目146个。

今年内云南省将建成香格里拉至丽江
高速公路、大理至临沧铁路等一批重点项
目，将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弥蒙铁路、滇
中引水工程、4 个区域性医疗中心、特色
小镇、美丽县城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将
新开工建设澜沧至孟连高速公路、清水河
大型水利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还将加快推
进昆丽高铁、国家植物博物馆等一大批重点
项目的前期工作。

云南将推出525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约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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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对森林草原
防灭火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森林
草原防灭火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
家生态安全。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将陆续
进入森林草原春季防火期。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森林草
原火灾防范工作。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
合、高效扑救、安全第一的方针，按照“打
早、打小、打了”的原则，压实各级各环节
责任，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
坚决防范森林草原重特大火灾。要突出重点

区域，加强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及时排查
消除隐患，防火于未燃之时、成灾之前。进
一步完善指挥体系和协调机制，加强力量建
设和实战演练，发挥各方优势，强化协同配
合，形成整体合力，为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国务委员、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
总指挥王勇3月10日出席全国森林草原防灭
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
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
灭火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重特大灾害事
故发生，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王勇指出，当前正值春季森林草原高火

险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进
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健全工作机制，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突出源
头管控，开展野外火源专项治理行动，针对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监
测预警、基础保障和实战演练。坚持安全第
一、科学施救，提升应急救援和扑救能力，
坚决避免小火酿成大灾。严格落实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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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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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19时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
统第54颗导航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变轨、在轨测试、试验评估，适时
入网提供服务。 郭文彬摄 （新华社发）

第54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记者熊建） 新冠
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和扶贫
项目的复产复工，不过目前各地按照分区
分级精准防控的策略，加快了扶贫项目的
实施和开工。从最新调度情况来看，中西
部 22 个省区市今年计划的扶贫项目是 35 万
多个，目前已经开工了11.3万个，开工率达
到 1/3；扶贫车间的复工率达到了 60%以
上。这是今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
司长黄艳介绍的情况。

今年全国还剩 52 个县未摘帽，这 52 个
县中有10个县有疫情，还有1个县有未治愈
的病例，所以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这些县
主要集中在西部深度贫困地区，是多年没有
啃下来的“硬骨头”，新冠肺炎疫情给他们
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了新挑战。

据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介

绍，对 52 个未摘帽县，将给他们“吃小
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一是组织未摘帽
县免费参加各类产销对接活动。今年，农业
农村部计划举办多场针对贫困地区的产销对
接活动，还将在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
国国际茶叶博览会等大型展会设立扶贫专
区，对未摘帽县免除展位费、搭建费。二是
开通绿色、有机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申报“快
速通道”。对“三区三州”和 52 个贫困县实
行优先受理、优先检查、优先检测、优先审
核、优先颁证“五优先”措施，减免相关费
用。三是农业农村部近期要启动仓储保鲜冷
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对有条件的未摘帽县
实行全覆盖。四是在未摘帽县探索建立产业
技术顾问制度。围绕扶贫主导产业明确产业
技术顾问，组织中国农科院专家开展重点科
技帮扶，帮助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难题，提升
农产品的品质、质量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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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瞄准新兴领域

疫情发生后，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对
满足疫情防控需要、经济抵御冲击发挥了积极作
用。这些，在客观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前不久，首农畜牧北京牧场正式复工，牧场在
牛只管理、人员管理、圈舍管理的全方位节点，都
可以实现高效、安全、远程、智能化的生产。据了
解，该牧场与京东数字科技集团合作，在牛舍内全
方位部署 24小时的智能监测设备，监测圈舍内全部
牛只及环境状况，智能分析食槽内的剩料量，智能
化协助饲养员进行及时的推料、下料与清料。

“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我们可以无接触、自动化
对牛的体况进行评分。比如，通过在牛场通道部署深
度传感器与深度摄像头等智能化设备，俯拍路过的奶
牛，再通过图片分割模型、3D 点云分析等技术，便可
智能化生成牛只体况得分情况，如此极大简化了传统
人工劳作。”京东数科数字农牧业务相关负责人说。

面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大量耗材需求，一些嗅觉
敏锐的企业从中发现了“变废为宝”的商机。近
日，主打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抱朴再生积极整合供应
链资源，以100%再生聚酯纤维的安全环保材质，上
线生产了大量符合国家标准的非医用防护服。经行
业第三方机构核算，每一件防护服采用的面料，约
相当于26个废弃饮料瓶回收再生而成。

据抱朴再生品牌创始人兼总经理刘学颂介绍，
将塑料瓶做成再生商品，除了减少新的塑料材质被
生产和消费，也能清除海洋、土壤中现有的塑料垃
圾。塑料瓶经由筛选分拣、粉碎清洗、聚酯切片、
深层分离清洁等 12道专业工序处理后，最终生成的
产品与同类涤纶面料产品无异。

政策给予全方位支持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2.7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12.7%；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38.9%；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比上年增长 19.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达 20.7%……日前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中，中国经济新动能数据表现抢眼。

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有关部门也纷纷出
台举措，为新动能的培育保驾护航。

在重点产业方面，工信部提出加快5G关键核心
技术研发，丰富 5G 技术应用场景，发展基于 5G 的
平台经济，带动5G终端设备等产业发展，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在直接融资方面，证监会及时修订完
善创业投资基金反向挂钩政策，进一步完善创业投
资基金退出渠道，畅通“投资－退出－再投资”良
性循环，以更好发挥创业投资对于支持中小企业、
科创企业创业创新的作用；在减税降费方面，财税

部门接连推出“缓、减、免”等减负政策，为广大
中小微企业平稳渡过难关保驾护航……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丛屹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指出，“目前，有关部门出台了不少支持企
业的针对性举措，接下来的重点就是如何落实好，
争取实现‘一企一策’，帮助广大企业化危为机，迎
合产业升级的需求提供产品和服务，最终促进中国
经济新动能的壮大。”

中国市场前景看好

3月10日，霍尼韦尔宣布JetWave卫星通信技术
在中国顺利完成系统测试。借助这一技术，飞机乘
客在万米高空也可以享受与地面无异的高速 Wi-Fi
体验。“JetWave 去年年底在进博会展示时就受到各
方关注。我们希望进一步加快这一技术在中国市场的
落地，从而为中国的航空公司提供高速卫星通信服
务。”霍尼韦尔互联航空亚太区高级总监贾智骏说。

日本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公司总裁本间哲朗表
示，中国持续开放的营商环境、中国消费者日益增
长的需求让自己相信，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毋庸置
疑。本间哲朗说，今后中国将会更注重健康生活和
生活品质，这与目前松下在华以“健康、养老”以
及“生鲜食品供应”为主的事业战略相吻合。

“从内部看，疫情的出现客观上为 5G、机器
人、线上服务等产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市场环境；
从外部看，全球防控疫情的客观需求进一步凸显了中
国经济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了经
济全球化的不可逆趋势。”丛屹表示，今后一个时期，
中国应加紧进行 5G 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
经济新增长点，更好地依靠实体经济、支持实体经济。

专家普遍预计，疫情过后，中国将更加精准地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更大力度地进行制度改
革和体制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培育壮大
经济新增长点，促进经济新旧动能进一步转换。

题图：近来，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中广创新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
安全有序恢复生产。该企业生产的5G设备信号发射
器件等产品应用广泛，畅销国内外市场。图为公司
车间女工正在仔细检测电子元器件产品质量。

曾恒贵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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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抓防疫，一手促发展 

当前，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在
全力防控疫情、有序复工复产的过
程中，不少新消费、新供给、新业态、
新模式相继涌现，为经济新动能的
壮大提供了强大力量，凸显了中国
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
余地。可以预见的是，疫情防控阻击
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国经济将迸
发出更为强大的活力。

近来，江苏连云港灌南经济开发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实施复工复产帮扶，保
障企业加快赶制各类订单产品。图为3月9日，位于江苏省灌南经济开发区的江苏珀然轮毂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按照订单正在检验一批即将包装的铝轮毂。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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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松懈 订单赶制忙

近年来，湖南省通道侗
族自治县溪口镇大力发展食
用菌等种植项目，为当地村
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有效提高了村民经济收入。
图为 3 月 10 日，溪口镇坪头
村村民在修剪羊肚菌菌脚及
杂质。

尹序平摄
（人民视觉）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被
誉为“中国皱椒之乡”。该
县立足皱椒品牌优势，大力
发展辣椒产业，全县今年规
划种植辣椒20万亩。图为3
月9日，在大方县羊场镇桶
井村，村民在育苗大棚里进
行辣椒秧苗管理。

尚宇杰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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