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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
司所属 22 个党支部的全体员工都领到了一张

“廉洁鼠标垫”。这份特殊的礼物，将陪伴和佑
护着每一位员工始终保持一颗简单的心，干净
干事。 □牛静 摄

“多装快跑”助力经济回暖“加速度”

营之道经
本报讯（记者 鲜康）日前，陕西省

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6 月份，中
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西安铁路局”）累计发送货物 10287.3
万吨，同比增长 20.9%，增幅位列全路第
二。中欧班列（西安）凭借自身优势，为
促进陕西省进出口贸易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撑。

截至6月30日，中欧班列（西安）累计
开行1667列，发送货物136660标准箱，同
比增长97%；单月开行数量连续多次刷新
历史纪录，5月份达到352列，创单月开行
数量最高纪录。

“今年上半年，我们发送煤炭 1170万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13%，面对疫
情，发送量不降反增，这个确实出乎我们
的预料。”陕煤集团榆林销售调运部副经

理王芃孜有感而发。
陕西煤炭产量位居全国第三，是我

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而对于 78%以
上货源都是煤炭的西安铁路局来说，大
宗物资运输是货运“龙头”，煤炭则是重
中之重。

受今年疫情影响，国内物流需求疲
软，产业链运转受到冲击，部分煤炭企业
的正常生产经营受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陕煤外运。特殊时期，只有保证煤炭运输
畅通，才能打通上下游供需链，帮助企业
恢复正常运转。

企业有需求，铁路有行动。西安铁路
局根据需求推出“门对门”服务，大力推行
大宗货物“一口价”。积极落实中央减税
降费政策，对经唐呼、瓦日线发往曹妃甸
西、日照、梁山北港口的整车煤炭，实施
10-20%的运价下浮。与 84条专用线企
业协商减低专用线中转费、站台费等前端
费用，平均降幅 25%，大幅降低了企业的
物流成本。

今年上半年，西安铁路局以新丰镇车
站为龙头，统筹安康东站、宝鸡东站编组
作业，发挥区域互保作用，优化车流组织，
货车编组效率大大提升。6月份，车站 3
次刷新办理车记录，6月 27日办理完成
35118辆，首次突破了3.5万辆大关。

在此基础上，西安铁路局充分发挥浩
吉铁路“北煤南运”大通道作用，优化南、
北装车线作业组织方式和空重车运输组
织方案，坚持有请必装、有货即运、敞开受
理，加强装卸车组织，提供充足空车保障，
促进装车上量。

今年1-6月，浩吉铁路累计发运煤炭
976.28万吨。其中，陕西发运煤炭 905.81
万吨，占发运总量的 92.78%；发往湖北、
湖南、江西分别为 309.56万吨、408.54万
吨和228.72万吨，煤炭外运量和运输占比
均创历史新高。

西安铁路局货运部副主任王珣说：
“上半年，我们深挖运输潜力，日均装车
8891车，其中27天单日装车破万辆。”

7月 24日，满载着 41车百货商品的
中欧班列从西安市新筑车站开出，西安首
开至基辅的中欧班列。

5月 22日上午，满载着PVC管、钻机
模块、注浆管等援建物资，服装、鞋子、打
印机等生活物品的 49074 次中欧班列，
从西安铁路局新筑车站出发，驶向尼泊
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是中欧班列（西安）
开行以来，陕西首趟开往南亚国家的货
运班列。

今年上半年，西安铁路局先后新开
行了西安-巴塞罗那、西安-加德满
都、西安-阿斯塔纳中欧班列。常态化
稳定开行的中欧班列（西安），为企业
保持正常的出口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
运力支持。

西安铁路局新筑车站党支部书记
张刚钊介绍：“今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
达到1000列仅用了129天，比去年减少了
76天。现在，中欧班列（西安）日均开行
在9-10列，较去年同期翻了一倍。”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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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春华

7月6日，西安圣雪绒羊绒制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圣雪绒）纺纱车间机
器轰鸣，一堆堆山羊绒原料经过染色、
合毛、梳毛、纺纱、络筒、包装等环节，
变成一锭锭高档羊绒纱线；在制衣车
间，工人则忙着加工羊绒针织产品，经
过缝合、熨烫、缩绒，一件件高质量羊
绒衫及羊绒制品堆满仓库。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这家劳动密集
型出口生产加工企业带来了极大冲
击：国外客户大面积减少和取消订单，
造成企业库存积压羊绒衫 3 万件左

右，资金周转困难，销售额下降50%……
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志刚一度愁
眉不展。

在省商务厅的帮助下，圣雪绒与
内贸流通企业西安成城裕朗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成城裕朗）达成贸易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成城裕朗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积极配合圣雪绒在线上线
下开展一系列销售活动，使圣雪绒因
疫情导致订单取消但已生产出的产品
得以消化。

“我们计划下半年再增设几家专

卖店，扩大经营自主品牌，同时积极联
合省内外内贸企业和线上销售平台进
行销售。此外，公司还将通过个性化
定制，加大内销市场拓展力度。”王志
刚说。

针对我省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
受冲击较大的情况，省商务厅先后
与阿里巴巴、成城裕朗等省内大型
商贸流通企业达成协议，建立毛绒
玩具、电子产品、工艺品等外销产
品的内销平台和渠道，助推外贸企业
出口转内销。

出口转内销 开拓新市场 培育新业态

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和我省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稳住外贸基本盘的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成

效。目前，海外疫情仍处于快速上升阶段，全球经济面临巨大下行压力，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在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除了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抓住机会扩大出口外，陕西外贸企业积极

拓展国内市场，借助数字化贸易平台，破局蜕变再出发。

3月以来，陕西恒通果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经营总监王兆宇一直处于
忙碌状态。3月该公司果汁出口发货
陆续启动，他忙着联系当地主管部门
和货运公司，并聘请专人紧盯港口卸
货装箱，确保物流运输通畅。前 5月，
该公司果汁出口3139.73万美元，同比
增长87.9%，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南
非等国家。

据西安海关统计，上半年我省农
产品出口上升明显，出口额达 21.1亿
元，同比增长44.9%。苹果汁、鲜果、植

物提取物出口和大豆进口等均较去年
大幅提高。

“上半年全省农产品进出口明显
回升，果汁、鲜果出口和大豆进口受中
美贸易摩擦影响日益减少，开拓新市
场效果良好。”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

据统计，上半年我省对欧美等传统
市场贸易虽有较大程度下滑，但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10国贸易增长
迅速，势头强劲。前6月我省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值达294.5亿元，

同比增长36.6%，增幅高出全省整体增
速33.1个百分点。美光半导体（西安）
有限责任公司、三星半导体（西安）有
限公司等以总部经济方式运营的龙头
企业不断加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合
作，带动我省进出口大幅增长。

近年来，陕西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大格局，做强中欧班列长安号，打
通拓宽外贸运输走廊，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贸易额日益扩大，全力
构筑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推动外贸
高质量发展。

融入“一带一路”大格局

近日，智能机器人在西安比亚迪焊接生
产线作业。截至目前，比亚迪先后布局了汽
车、电子、轨道交通和汽车金融等产业，西安
已成为比亚迪继深圳全球总部之外，产业最

全、质量最高的北方总部基地。今年上半
年，比亚迪全系销量15.5万辆，其中新能源
汽车销量5.7万辆，新能源汽车累计总产销
近80万辆。 □袁景智 摄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充分
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落实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的
要求，依法惩治破坏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
发展等刑事犯罪，为“六稳”“六保”营造稳
定的社会环境。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为推进复工复产，
落实“六稳”“六保”，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一
揽子的针对性政策。而良好的法治环境，也
是经济社会复苏须臾不可离的外部条件。

《意见》要求，对妨害复工复产、损害企
业合法权益的犯罪，依法从严从快追诉，最
大程度帮助企业挽回损失，如突出惩治欺
行霸市、强买强卖、恶意阻工等犯罪。同时
要求充分考虑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等因
素，对“职业放贷人”采取非法手段催收高
利放贷债务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
制造“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
加大打击力度。

当前，从司法层面保障“六稳”“六保”，
既有新的特殊因素需要考量，也有一些属
于较普遍的问题，在特殊时期要加快解
决。就前一方面来说，受经济下行和疫情
影响，企业债务纠纷可能上升，甚至由于就
业压力加大，可能让一些人“铤而走险”，衍
生更多破坏企业正常经营的犯罪行为，这
些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必须直面的新问
题，司法机关应发挥好主观能动性，在其中
扮演好应有角色。

这就要求有关方面，一是要帮助权益
受到侵犯的企业高效维权，为所有企业的
正当权益撑腰；二是要通过具体案件的办
理，给社会树立更明确的预期和警示，遏制
相关犯罪在特殊时期抬头。

后一方面，则需要加大对涉民营企业
各类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如《意见》要
求，坚决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
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等各类违法行为；加大
清理涉民营企业刑事诉讼“挂案”力度。

这些治理要求对应的问题并非新出现
的，但是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其给企业

带来的压力、对企业合法权益的伤害被进一步放大，职能
部门理应有更积极的处置姿态，并借此导向长效治理。

另外，还可以将依法惩治破坏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
展等刑事犯罪，与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结合起来，实现治理
的同步推进；而对涉企案件办理，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应
充分反映出“六稳”“六保”的需要。

如今年1月，最高检精选出4个涉及民营企业的典型
案例公开发布，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参照适用。其中一点
很明确，就是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
目的是让违法但犯罪情节较轻的企业不至于因为“老
板”被诉而彻底垮掉。这一点在当前情势下，已然更具
现实必要性。

在“六稳”“六保”中，保就业稳就业是核心，其对应
的也是保市场主体的重要性。于此而言，为“六稳”“六
保”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其主要着力点也就是在涉企案
件处置上力求公平公正，为市场企稳提供必要的法治支
撑。而从另一角度来说，“六稳”“六保”对司法提出的新
要求，也是对民营企业发展法治环境的一个新考验，答好
这个考题，不仅是为复工复产护航，也是提升市场经济法
治成色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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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萧

今年，在中央和省上出台的一
系列稳外贸政策措施中，均提到要
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新
模式，鼓励建设海外仓。前 5 月，我
国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逆势增长，同比
增长12%。

“参加展会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最有效的渠道之一，但目前受疫情影
响，国际展会或取消或延迟，企业参展
风险大幅提升。”阿里巴巴国际站西北
区域相关负责人说：“在此情况下，中
小企业应学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寻求
客户，争取获得更多的出口订单。”据
了解，阿里巴巴国际站围绕“品质陕西
货通全球”，打造云上展会，支持产业
带数字化转型，帮助中小企业破局解
困，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目前已有 900
多家陕西企业利用阿里巴巴国际站开
拓国际市场。

跨境电商为我省扩大进口带来新
机遇。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
以龙头企业考拉海购、本土企业赶鸭
子等为代表的跨境电商企业发单量实
现新突破，西安综合保税区完成跨境
进口单量超过5万单。

“下一步，我们计划通过中欧班
列长安号进口更多商品，不断扩展
跨境电商进口品类。”西安赶鸭子商
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继珂说，“我们
将充分利用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
路’建设和省上发展‘三个经济’等
政策叠加优势，把跨境电商在陕西做
大做强。”

外贸企业“眼光向内”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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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亚萍 桑旬西）进入主汛期以来，
国网陕西安康水电厂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和专
业队伍对瀛湖核心景区开展打捞作业，及时清理
从上游涌来的漂浮物，全力维护瀛湖旅游区的生
态环境，确保水质清洁。

截至 7月中旬，上半年常态化巡查 90余次，
出动大小 720余船次，人工 1800余人次，各类工
程机械 200余台班，打捞漂浮物约 7000立方米。
即将进入“秋淋”天气，该厂对全流域漂浮物实施
动态管理，加强船只、人员及现场安全管理，早发
现、早打捞，以实际行动践行国有企业的社会责
任，维护生态环境，保护一江清水。

安康水电厂

打捞瀛湖漂浮物维护环境

本报讯（张志豪 徐俊文）近期，为进一步提
高工地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规范一线作业人
员安全行为，中建三局丝路会展安置房项目部积
极开展“行为安全之星”活动，对在安全行为中表
现优异的一线作业人员发放“行为安全表彰卡”，
评选“行为安全之星”。

据丝路会展安置房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部
成立专门的信息采集组和安全观察组，每天为工
人发放表彰卡，每个月集卡最多者将成为项目

“行为安全之星”，并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自开展“行为安全之星”活动以来，工地上形

成了“集卡热”，工人通过规范自身安全行为、纠
正他人不安全行为、指出项目安全隐患等获得

“行为安全表彰卡”。真正做到了变说教为引导，
变处罚为奖励，变“被动安全”为“主动安全”，使
一线作业人员逐步成为自觉遵章守纪、学习安全
知识、懂得自我保护的新时代建筑工人。

中建三局丝路会展安置房项目部

开展“行为安全之星”活动

本报讯（亢旋 李秀君）今年以来，国网铜川
供电公司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统筹安排电能替代工作，推进能源改造。
通过开展调研，最终确定先进的富能态太空能
技术应用。

“电力公司给我们安装的新型能源设备就是
好！冬天制热，夏天制冷，能耗低、效果好，真是
既经济又环保。”铜川市耀州区石柱镇政府办公
室柯小庄感慨地说。

柯小庄所说的新型能源设备就是富能态太
空能，这是一项新的能源技术。据工作人员介
绍，其最大特点是结合了太阳能和空气源的优
势，规避了太阳能在无强光照和低温情况下无法
蓄能的缺点，利用太空能设备光照蓄能和低温蓄
能的特有性，从而实现全天24小时连续工作。

国网铜川供电公司

统筹安排电能替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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