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世纪七路传媒大厦 邮编∶010020 电话∶编辑中心∶6564020 采访中心∶6564041 广告中心∶6564079 6564060 印刷厂∶6922934 发行中心∶6922639 本报由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承印

编辑：高翠清 甘永康 田园 美编：乔艳艳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4

触摸中国制造“新脉动”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观察

绘就同心圆共筑中国梦
——新时代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述评

国内

四大兽首齐聚上海 47件国宝文物海外“归来”

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新规出台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延续实施至明年底

“实践证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有伟大祖国的坚强支撑，有全国
各族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
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的同心
协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定能
够保持，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全局高度，作出一系列战略决策和
重大部署，坚定不移全面准确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制度体系，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
港、澳门的成功实践取得历史性成就；
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
的总体方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
和主动权，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扎
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创新理论指引下，香港澳门保持繁
荣稳定良好局面

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
点，一是坚定不移，确保不会变、不动摇；
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不走样、不变形；

“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是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
门长期繁荣稳定；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
“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一国”原则愈坚固，“两制”优势愈
彰显；

必须依法治港治澳；必须坚持中央
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
治权相统一；必须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必须保持香港、澳门的
独特地位和优势；

“一国两制”这样的好制度，没有任
何理由改变，必须长期坚持；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一国两制”和港澳工作提出一系列原
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将我们党
对“一国两制”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
高度。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一国两制”
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为推进新时代“一
国两制”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香港、
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要支持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十年
来，香港、澳门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一系列重
大国家战略和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国家

“十三五”至“十四五”规划纲要港澳专
章对港澳清晰定位和科学规划，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给予港澳中心城
市定位，支持港澳参与和助力共建“一
带一路”，为港澳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
不竭动力、广阔空间。

香港、澳门发展建设稳步前行——
在祖国全力支持下，香港经济蓬勃

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

固，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自由开放
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包括普
通法在内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发展。

澳门经济快速发展，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进入世界前列，“一中心、一平台、
一基地”建设扎实推进，经济适度多元
发展成效初显。“小而富”“小而劲”“小
而康”“小而美”成为澳门的魅力名片。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步伐
不断加快——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取得
重要阶段性成果，广深港高铁、港珠澳
大桥和多个口岸相继建成开通，横琴、
前海、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加快推
进，内地与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不
断深化，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
策措施持续完善……

港澳同内地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
展、机制不断完善，港澳同胞创业建功
的舞台越来越宽广。数以十万计港澳
青年到祖国内地就学、就业、创业、置
业，以越来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
翁意识书写他们的精彩人生。

标本兼治，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治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坚持和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总体部署，
明确指出必须“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
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坚持以
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提高特别行政区依法治理能力和
水平”，“绝不容忍任何挑战‘一国两制’
底线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
行为”。

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
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
度出现严峻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
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
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
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出
台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
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

——果断制定香港国安法，从根本
上堵住了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漏洞；

——系统性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为守护香港政权安全夯实制
度基础，建立起具有香港特色的优质民
主制度；

——进一步健全行政长官对中央
政府负责的制度机制；

——坚决防范遏制外部势力干预
港澳事务和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

活动；
……
这一系列重要举措，坚持和完善了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中央对特别
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为推进依法治港治
澳、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打下了坚
实基础。

经风历雨之后，港澳同胞更加深刻
认识到，港澳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
相连。爱国爱港爱澳力量不断壮大，以
爱国爱港爱澳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
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定向领航，形成新时代党解决台湾
问题的总体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
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
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
确方向发展，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
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新时代做好对台
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坚
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
略，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
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2019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告
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郑重提出新时代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
重大政策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
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
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
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
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
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采
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引领两岸关系发
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推动实现 1949年以来两岸领
导人首次会晤、直接对话沟通，将两岸
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
识”，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

——践行“两岸一家亲”理念，以两
岸同胞福祉为依归，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融合发展；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排除“台
独”分裂势力干扰阻挠，推动两岸各领
域交流合作和人员往来走深走实；

……
十年来，大陆方面陆续出台《关于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关于应对疫情统

筹做好支持台资企业发展和推进台资
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惠及广
大台胞的政策。

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
略的引领下，大陆坚定不移率先同台湾
同胞分享发展机遇，为台胞台企提供同
等待遇，持续扩大两岸交流合作。广大
台胞台企积极融入大陆新发展格局、参
与高质量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谱写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融合发展的
生动篇章。

应对挑战，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
权和主动权

2016年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
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制造两岸对立对
抗，图谋“倚美谋独”，严重破坏两岸关
系、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同时，一些外部势力极力搞“以台
制华”，纵容鼓动“台独”势力发展，挑战
和掏空一中原则，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
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祖
国完全统一的时和势始终在我们这一
边。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
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
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
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
史的审判！”……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
出郑重宣示。

中央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在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划出清晰红
线。依法打击惩戒“台独”顽固分子及
其关联企业、机构和金主，对“台独”顽
固分子追究刑事责任且终身有效；针对

“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
解放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实施系
列反制行动……种种有力举措，形成强
大震慑。

2022年 8月，《台湾问题与新时代
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进一步重申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事实和现状，展现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追求祖国统一的
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阐述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在新时代推进实现祖国统
一的立场和政策。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
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在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中华儿女和衷共
济、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汇聚起促进
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就一
定能在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程中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近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2022世界制
造业大会上，一系列国内外制造业领域
的创新成果、权威信息、前沿动态密集
发布展示。透过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扇
窗口，中国制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
脉动”愈发强劲有力，也为世界制造业
分享了更多机遇。
“智”动，数字化转型跑出“加速度”

薄如蝉翼的高精度铜箔、应用于新
型显示产业的高端材料、能提取纤维素的
涤棉分离技术……走进2022世界制造业
大会“专精特新”展区，科技范儿十足。

“这是激光成分分析仪，主要用于分
析工业物料成分。”合肥金星智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柳文翔说，在有色
金属冶炼的关键工序中，激光成分分析
仪取代了人工取样、制样、分析等，既能
快速检测，还可以实时上传、更新数据。

关键工序的数字化直接关系到制
造业整体的数字化水平。工业和信息
化部统计显示，截至 2021年底，全国工

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
设 计 工 具 普 及 率 分 别 达 55.3% 和
74.7%，比 2012 年分别提高 30.7 个和
25.9个百分点。

在联想集团展区，一个四足机器人
灵活地走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互动。

“这是四足巡检机器人，具备全场
景、全地形自适应能力，可自由爬坡、跳
跃，能胜任电力、石化等行业巡检工作，大
大提高巡检效率。”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机器人、机械臂等智能产品是未来
智能制造的重要“成员”。据工信部统计，
截至今年6月，数字化车间或智能工厂在
全国已建成700多个，炼化、印染、家电等
领域智能制造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本届大会上，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与科大讯飞联合打造的“共享型”工
业互联网综合服务平台——羚羊工业
互联网平台发布了最新 2.0版本，并公
布“成绩单”：羚羊平台已发布科技成果
和需求6.1万余条，6.2万余家企业实现

“触网登云”。

“链”动，新兴产业集聚增长“新动能”
踩下刹车就能让车门自动闭合，开

启小憩模式海浪声便在耳边助你入
眠，夜间行驶时会在车辆前方投射示
宽光毯……世界制造业大会新能源汽
车展区，一辆智能汽车引来了参观者
的惊叹。

今年1月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86万辆，同比增
长1.2倍和1.1倍，为制造业发挥稳定经
济大盘“压舱石”作用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新能源电池供应链主要集中
在中国及其周边国家，中国已不仅是一
个巨大的市场，还是创新的伙伴。”本届
大会的2022皖德企业对接会上，德国工
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马铭博说。

“新”，意味着持续的技术迭代、提
质增效。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罗俊章说，新兴产业培育、汇聚了大
量专精特新、单项冠军企业，成为提高
经济创新活力、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的重要保障。

截至今年 6月，工信部已培育国家
级“小巨人”企业4762户、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 848家；单项冠军企业、

“小巨人”企业平均研发强度分别达
5%、7%，是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
水平的5倍、7倍。

从“上天探海”的卫星，到元宇宙中
的虚拟现实，再到被称为人类科学“终
极疆域”的脑科学、类脑技术……一系
列前沿科技衍生出的未来产业亮相本
届大会，显示出中国制造面向未来的增
长新动能。

“我们正用小步快跑的方式，研制
更容易批量生产的、外形像汽车底盘一
样的平板式卫星。”本届大会的未来产
业发展论坛上，银河航天董事长兼CEO

徐鸣说。
“绿”动，合力实现绿色制造“新概念”

一台特殊的“集装箱”，内置 400个
含有二氧化碳电催化剂的模块，能够将
捕集的各种浓度二氧化碳转化为高附
加值化学品甲酸。

“这样的‘集装箱’每年能转化出
100吨、价值约 50万元的甲酸，还能多
台组合，解决企业实际应用碳转化技术
装备效率低、收益少的痛点。”安徽伏碳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理红说。

本届大会上，将绿色制造“新概念”
变成现实的新技术、新应用、新项目随
处可见，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开始真正服
务于能源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
领域。

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展区，一块
150kW氢燃料电池电堆模块吸引了参
观者驻足。

“虽然名叫电池，但它其实是一个
发电机，通过添加氢燃料直接产生电
力。”上海明天氢能公司总经理张健说，

“在公交车、物流车、轨道交通、船舶等
领域已经实现应用。”

据工信部统计，2012年以来，全国
环保装备制造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
超过10%。

绿色制造也为更多中外合作项目
凝聚了共识，创造出更多协同合作的机
会。

“大众安徽MEB工厂将在投产伊始
使用绿色电力，MEB工厂涂装车间排放
废水已实现不含磷，这是大众汽车集团
在全球首次达到这一排放标准。”出席
本届大会并在中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论坛上发言的大众汽车（安徽）有限
公司CEO葛皖镝说。

（新华社合肥 9 月 26 日电 记者 马
姝瑞、胡锐、吴慧珺）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赵
文君）为推动企业进一步建立健全食
品安全责任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
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自 2022年 11月 1日起施
行。

这是记者 26日从市场监管总局
获悉的。这一规定旨在强化企业主要
负责人食品安全责任，守住食品安全
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在健全企业责任体系方面，规定
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健全食品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

具有一定规模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
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同时，应当依法配
备食品安全总监；建立企业主要负责
人负总责，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
分级负责的食品安全责任体系。

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方面，规定
要求企业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
的动态管理机制，制定食品安全风险
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
月调度工作机制。同时，规定还完善
了相关法律责任，依法明确企业未落
实食品安全责任制以及未按规定配
备、培训、考核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
全员等法律责任。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记者 申
铖）记者 26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支
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
发布公告，明确将今年底到期的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实
施至明年底。

公告明确，对购置日期在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内
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

置日期按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或海
关关税专用缴款书等有效凭证的开具
日期确定。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
实施以来，有效激发了新能源汽车消
费潜力。国家税务总局此前发布数据
显示，今年 1至 7月，新能源汽车免征
车辆购置税 406.8 亿元，同比增长
108.5%，其中 7月份免征车购税 71.7
亿元，同比增长119.1%。

9月26日拍摄的十二兽首铜像文创产品。
当日，“盛世回归——海外回流文物特展”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幕，展

览包括“盛世重逢”和“华美赓续”两个部分，汇聚了来自保利艺术博物馆和北京
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的47件精美文物，均为海外回流精品文物。展品包括清
代圆明园海晏堂十二生肖之牛首、虎首、猴首、猪首青铜兽首原件、马首复制件，
以及商周、春秋战国、两汉时期国宝级青铜重器。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为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减压、稳岗
扩岗，今年以来，我国连续出台一系
列政策措施，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实施力度，向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发
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
据显示，1至 8月份，各地已向 1120.1
万户次企业发放稳岗资金 646.3 亿
元，为稳企业、稳就业、保民生发挥了
重要作用。

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
要内容，也是积极就业政策的有机组
成部分。今年以来，为进一步缓解疫
情对企业的影响，我国将中小微企业
的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比例由 60%最
高 提 至 90% ，大 企 业 由 30% 提 至
50%。

据人社部统计，前 8 个月，各地
向 721.1万户企业发放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资金 448.4 亿元，受益企业数量
和返还资金金额分别是去年全年的
1.8倍和 1.9倍，全国超半数参保企业
受益，有力地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除实施失业保险返还助力稳定
岗位外，人社部还向中高风险疫情
地区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的所有
参保企业以及未出现中高风险疫情
地区的餐饮等 5个特困行业企业，创
新推出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政策，

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稳岗留工。政
策实施 4 个月来，全国有 395.7 万户
企业享受到 196.8 亿元培训补助支
持。

支持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各地推
出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支持企业吸
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已向 3.3万户企
业发放 1.1亿元补助，惠及高校毕业
生10.3万人。

“1.6 亿多户市场主体是中国经
济的重要基石，是稳住就业基本盘的
关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
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说，受疫
情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压
力加大，关键时候用失业保险的“真
金白银”增强对企业的支持，既能鼓
励企业稳岗扩岗、保障民生，又有利
于企业增强发展信心、稳定经济增
长。

人社部失业保险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在政策加力加效的同时，各地
人社部门还全面推广“免申即享”经
办新模式，全力以赴推进各项举措落
地见效，通过简化办理流程、缩短资
金发放时限，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
资金、服务找企业，加快释放减负稳
岗政策红利。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记者
姜琳）

646.3亿元失业保险稳岗资金下发
加力稳企业保民生

参观者在安徽合肥举办的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参观展出的空中应急指挥
机（9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