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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4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地区纵横

■ 刘宏宇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来，广东省经济形势稳中向好，外贸出口逐步回暖，

小微企业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外贸出口回暖向好

广东宏远集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东莞一家外

贸企业，主要向欧美国家出口家具、婴童用品和电子产

品等。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贸易活动受到影响，对传

统外贸企业形成更大冲击。

“2020 年上半年出口额同比减少 25%。”该公司

负责人陈宇平说，作为一家一般贸易公司，海外需

求、贸易通道等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企业发展，

疫情期间该公司的资金链也变得紧张起来。幸运

的是，在包括税费减免、非接触办税、加速出口退税

等一系列政策的帮助下，企业在最艰难的时期坚定

了信心。

陈宇平说，公司享受小型微利企业减免企业所得

税税收优惠政策，2020年减免税额近 32万元，今年上半

年减免税款约 20万元；2020年快速办理到账出口退税

款超过 5100万元；今年上半年快速办理到账出口退税

款约 1730万元。

今年 1-6月，宏远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 30.3%。

宏远集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是广东外贸企业的

一个缩影。数据显示，广东省外贸出口逐步回暖，出口

退税规模企稳回升。今年前 8个月，广东地区（不含深

圳）办理出口退（免）税 2143.43 亿元，同比增加 381.28
亿元，增长 21.64%；退税 1283.73亿元，同比增加 230.51
亿元，增长 21.89%。

广州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国外对疫情

防控物资需求保持稳定，生产防疫、保健品、日用化工

品、冰箱等企业出口持续增长。另外，聚丙烯等塑料

制品作为医用口罩、隔离服等医用产品的原材料，国

外市场需求持续上涨，广州市塑料及其制品出口同比

增长 49.33%。

减税降费有效激发小微企业活力

佛山市三水雄鹰铝表面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是

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致力于研究开发喷涂处理废水废

渣零排放技术。

该公司董事长熊映明说，尽管是一家小微企业，但

从未在技术研发上有所懈怠。目前，企业依托高校，深

入开展铝合金表面处理技术研究，力求推动铝加工产

业技术变革。

“疫情最严峻时，我们也一度停工停产。在企业面

临困境的时候，国家出台的系列优惠政策，帮助企业渡

过难关。有了这些税费减免，企业才有底气进一步投

入研发，寻求突破。”熊映明说。

广东省税务局运用税收大数据对小微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分析发现，今年以来，广东地区（不含深圳）小微

企业发展总体平稳运行。截至 8 月底，开票户数为

166.9万户，同比增长 14.9%，两年平均增长 14.3%；1-8
月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8%，显示减税降费有效激发

小微企业活力。

经济运行呈稳定恢复态势

随着新动能新业态不断发展壮大，广东省经济运

行保持稳定恢复态势。

在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个新能源全产业

链集群正应运而生。因订单旺盛，肇庆小鹏汽车有限

公司的工厂内一片繁忙。

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走“专精特新”

道路的企业，专门从事高精密金属异型线材的研发。

近年来，凭借在不锈钢异型材设计、生产方面的丰富经

验，企业不断向产业链高端跃进。

“小材料蕴含着大工艺、硬科技，我们将继续在新

材料领域探索前行。”广州众山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朱华明说，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5亿元，今

年有望达到 10亿元。

广东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增值税发票数据能

较好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运转。今年 1-8 月，广东

地区（不含深圳）累计开票金额 21.17万亿元，同比增长

29.4%，两年年均增长 14.1%，反映广东地区企业生产经

营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外贸出口逐步回暖 小微企业获更多支持
——从税收数据看广东经济活力

广西国企经济效益大幅增长

本报讯 近日从广西自治区国资委获悉，前 8月，广西国企经

济效益实现大幅增长，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223.26 亿元，同比增长

82.91%；其中，区直国企实现利润总额 194.26 亿元，同比增长

102.44%。

截至 8月底，全区国企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43.66亿元，同比增

长 69.59%；其中区直国企实现销售收入 42.11 亿元，同比增长

69.09%。前 8 月全区国企实现新产品产值 172.32 亿元，同比增长

32.63%；其中区直国企实现新产品产值 167.26 亿元，同比增长

33.98%。前 8月全区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694.32亿元，同比增

长 36.02%；其中区直国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54.74 亿元，同比增

长 81.80%。到 8月底，全区国企资产总额为 44468.55亿元，同比增

长 15.33%。

全区国企营业收入明显提高。1-8 月，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5740.01 亿元，同比增长 16.22%；其中区直国企实现营业收入

4752.59亿元，同比增长 13.44%。 吴家跃

内蒙古全力推动煤炭增产稳价

本报讯 日前从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了解到，随着北方冬季供

暖耗煤高峰期的到来，内蒙古全力推动煤炭产能释放，能源、国土

等部门联合加快煤矿生产建设手续办理，积极落实电煤中长期协

议补签工作，努力稳定今冬明春煤炭供应。

鄂尔多斯是我国煤炭生产大市，为稳定煤炭市场，该市近期积

极推进具备条件的煤炭企业办理开工备案及联合试运转等工作，

加快优质产能煤矿建设进度。今年以来，全市累计获得临时用地

批复露天煤矿 107座，核定产能 1.69亿吨。截至 10月初，全市正常

生产煤矿 225座，产能 6.4亿吨/年，全市日均产量超 210万吨，达到

今年以来高峰。

为落实国家发改委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煤源保障

要求，内蒙古积极协调煤源，对接相关省（区、市），不折不扣落实保

供任务。目前，18个省（区、市）5300万吨煤源任务已全部分解到

29户重点煤炭生产企业，采取点对点方式对应到各省（区、市）。

安路蒙 贝赫

■ 尚升 董博婷

膜下滴灌、无人机授粉、铺膜播种机、采棉机……在新疆广袤

的田地上，从春耕到秋收，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生产

劳动强度降低，生产效率、经济效益却大幅提升。一系列先进科技

元素接续“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新疆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金秋十月，新疆天山南北“棉海”陆续步入采收旺季。这个季

节本来是棉农最忙碌的时候。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连绵

不绝的棉田里，除了操作大型采棉机的工作人员，几乎看不到农民

身影。

这台采棉机作业效率高，一台可以胜任原先几百人的工作

量。有了这个“大家伙”，棉花种植大户地力夏提·买买提往年要用

一季才能摘完的棉花，如今一天就全部“归仓”。

在作业时，采棉机一边将朵朵棉花卷入腹中，一边将棉花打包

成约两吨重、形同巨蛋的棉包，乍一看，就像是一台“下蛋机”。

地力夏提一家三代从事棉花种植。父亲种地时，一柄“坎土

曼”（一种圆形大锄头）算是最称手的农具，翻地、打垄，全都靠它。

与父亲不同，尝到机械化种棉甜头的地力夏提和合作伙伴成立一

家农业服务公司，引进大型采棉机、无人机等设备，专门为需要无

人机打药、机械化采棉的本地农户提供服务来赚钱致富。

近年来，新疆大力推广机采棉种植，引进植保无人机、无人驾

驶拖拉机等智能化农业设备。得益于此，平地整地、精量播种、铺

盖地膜、节水滴灌、采棉机采收等，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这使

得多数棉区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昔日农田里的主角“坎土曼”被放入博物馆的展柜内，“人拉肩

扛”的耕作方式逐渐退场，新疆农业生产在悄然改变，越来越有“科

技范儿”。

新疆天业集团自主研发的膜下滴灌系统，在棉花、玉米、小麦、

水稻等 40多种农作物中应用，开辟了一条新型节水增粮增收的路

子。其中，膜下滴灌水稻栽培技术，突破传统种植水稻的“水作”模

式，可节水 60%以上。

梨花授粉有了新“神器”。在库尔勒香梨的产地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往年梨花主要靠人工或者蜜蜂授粉。现在，无人机成功替

代蜜蜂执行高效液体授粉作业。

由于梨树花期仅一周左右，在南疆等地，往往伴随沙尘天

气，授粉时间紧张，而该技术具有效率高、坐果匀和成本低等特

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介绍，1 架无人机可在 1 小时

内为 40亩果园授粉，效率是人工的 50-60倍，且授粉技术可使香

梨每亩增产 500 公斤以上。采用无人机给梨树授粉受到越来越

多梨农青睐。

十月是甜菜收获的季节。作为国内甜菜糖主产区之一，新疆

种植甜菜面积 100万亩，约占我国甜菜糖产量的 45%。近年来，通

过不断探索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新疆甜菜糖产业在国内同行

业内率先实现了整地、播种、中耕、采收全程机械化作业。

不仅如此，农业社会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也成为新疆甜菜糖

产业发展方向。中粮糖业采取“甜菜糖厂+农户”高度订单化模

式，企业为甜菜种植户在生产资金、农机服务、机械补贴、田间管理

指导等方面给予“田保姆”式的服务，并以统一保价收购和土地流

转分红等形式，帮助农户抵御市场波动风险，确保增收。

“以前农民各家各户的甜菜，卖给小贩，价格低还不容易出

售。自从甜菜糖企业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

一销售，农民种植的甜菜产量和价格都提高了，也不用愁销路了。”

中粮糖业甜菜糖部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海军说。

在天山南北的广袤田野上，机械化耕种高度普及，先进科技装

备广泛应用，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加速推进，产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新疆走出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坎土曼”到“无人机”——

田间地头看新疆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黄骅市地处渤海之滨，土

壤盐碱化程度高。近年来，当地在城

市建设中秉持自然、生态、节约理念，

对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废弃坑塘、洼地

等进行扩挖、改造，实施一系列治理盐

碱措施，建成公园、游园80余处，绿化

面积不断增加，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

拓展了市民休闲娱乐空间。

新华社供图

盐碱地上
“长出”城市“绿肺”

■ 李东涛 王艳

近年来，以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线

上线下融合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新

型消费迅速发展。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

总队在全省抽取 113家企业、233户城镇

居民和 221户农村居民开展了新型消费

专题调研。调查结果显示，陕西新型消

费发展迅速，网络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新

型消费支出稳步增长，企业线上销售规

模不断扩大，线上线下融合进一步发展。

居民新型消费不断增长

陕西省商务厅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省累计实现网络交易额 4058.6 亿元，同

比增长 14.0%；其中网络零售额 752 亿

元，同比增长 31.3%。

调查显示，居民新型消费参与度高，

消费类型呈现多样化，城镇居民新型消

费参与度明显高于农村居民。调查的

233户城镇居民中，98.7%参与过线上购

物，54.9%参与过生鲜配送，45.1%参与过

在线教育，约三成城镇居民参与过社区

团购、直播带货、“互联网+医疗”等。调

查的 221户农村居民中，96.4%参与过线

上购物，29.9%参与过生鲜配送，27.1%参

与过在线教育，约两成农村居民参与过

直播带货、社区团购、“互联网+医疗”。

农村居民线上购物、生鲜配送、在线教育

参与度分别低于城镇居民 2.3个、25个、

18个百分点。

上半年，调查的 233 户城镇居民家

庭新型消费支出平均为 14599 元，占家

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36.8%。其

中，城镇居民有 55.8%新型消费支出较

上年同期增加，有 36.9%与上年同期持

平，有 7.3%较上年同期减少。调查的

221户农村居民家庭新型消费支出平均

为 9105元，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平

均为 28.9%。

消费群体满意度较高

上半年，调查的 233户城镇居民中，

青年家庭（36 岁以下）新型消费支出平

均为 16835 元，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

重平均为 41.3%；中年家庭（36-59岁）新

型消费支出平均为 14247 元，占家庭消

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35%；老年家庭

（59 岁以上）新型消费支出平均为 4233
元，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

25.5%。调查的 221 户农村居民中，青

年、中年、老年家庭新型消费支出平均分

别为 12929元、9187元和 3655元，占家庭

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平均分别为 35.1%、

29.4%和 16.5%
调查的 233户城镇居民中，61.8%对

上半年购买的新型消费和服务表示满意，

36.5%的表示一般，1.7%的表示不满意。

调查的 221户农村居民中，55.8%对上半

年购买的新型消费和服务表示满意，

41.4%的表示一般，2.8%的表示不满意。

延安市某居民反映，今年新房装修用的

材料、家电、日杂用品均为线上购买，相较

于实体店，线上购买选择余地更大、价格

更实惠，节约装修成本约 30%-40%。

线上线下销售融合发力

绝大多数企业开展了线上销售。调

查的 113 家企业，上半年销售额中位数

为 200万元。其中开展线上销售的企业

101 家，占 89.4%，其线上销售额中位数

为 96.4万元，线上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比重平均为 33.6%。调查企业线上销售

的产品及服务涵盖农产品、服装、家电百

货、花卉、药品以及线上医疗、旅游住宿、

汽车装潢、工程服务等。

企业线上销售渠道多样化。从企业

线上销售平台看，排名前三的是微信、淘

宝/天猫、京东，占比分别为 51.5%、45.5%
和 27.7%。约 25%的企业借助自营APP、

拼多多、抖音和快手直播平台销售。农产

品销售企业同时借助832消费扶贫平台销

售。杨凌某食品公司主要销售陕西特色

小吃，上半年销售额为260万元，其中线上

销售额占46%，线上销售额中微信占50%，

淘宝占25%，抖音和拼多多等占25%。

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成趋势。调

查显示，60.4%的企业认为未来线上、线

下销售将双线并行不可取代，32.7%的企

业认为未来线上销售将成为主流模式，

仅有 6.9%的企业认为线上销售仅为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权宜之策，终将回归

传统线下渠道。

同时，新型消费仍存在商品质量良

莠不齐、企业线上运营推广费用高、电商

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需予以关注。

陕西新型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本报讯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近日正式发布先行启动区规划

建设导则，为 660 平方公里先行启动区

的规划建设、工程设计等提供技术指导。

“作为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这一导

则聚焦‘一套标准管品质’，是示范区又

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说，由于涉

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为了体现“一体化”

和“高质量”的要求，导则聚焦生态环境、

城市设计、综合交通三大重点领域。

比如，示范区目前处于各种建设与

非建设交织混存的状态，具有空间、形

态、功能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中国科

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段进

介绍，为缝合发展上的差异，导则在遵

循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的基础上，改变

过去偏重于城镇集中建设区的做法，打

破原有城与乡、新与旧相互分离的体

系，构建出新旧协同、城乡融合的国土

空间规划建设新标准。

具体而言，在生态环境方面，导则

聚焦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

局，引导河湖湿地、林地、农田生态系统

修复和景观优化；城市设计方面，导则

重点突出江南文化底蕴，加强各类物质

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活化，

旨在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城乡空间脉

络和文化风貌；综合交通领域，导则积

极探索跨省域交通一体化衔接技术，加

强运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智慧交通组

织方式。 胡洁菲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发布跨省域规划建设导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