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
2021年7月23日 星期五

编辑：王 青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企业瞭望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3

高质量项目引领高质量发展。今
年以来，我省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促大发展鲜明导向，高质量、严标
准谋划 527个省级重点项目，为高质量
发展赋能。

创新驱动 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

生产车间里晚上不亮灯，也没有产
业工人，变速器零部件自动完成从毛坯
上线、加工、测量、转运、存储到装配上
线。这源于工业机器人让工厂实现全
流程自动化生产。“这在行业内属于首
次。”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寇植达说。

法士特年产 20万台 S变速器智能
工厂项目是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该项
目通过应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技术，实

现变速器生产在设计、工艺、制造、检验
等各环节的高度智能化。“整个项目投
产后，各项技术指标都将达到世界先进
水平。此举也将使企业的生产成本降
低20%，单位消耗降低10%，而生产效率
将提升4.3倍。”寇植达介绍。

今年以来，我省紧紧围绕新时代追
赶超越目标任务，谋实谋准重点项目，
突出创新驱动引领，强化工业特别是制
造业项目，提高创新驱动和先进制造业
项目占比，引导金融机构优先支持创新
驱动发展和先进装备制造领域项目发
展，推动我省制造业向高端“智造”迈
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强动能。

据统计，今年我省省级重点创新驱
动和先进制造业项目 176个，投资额达
3468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19亿元，分
别占全部省级重点项目的33.4%、17.5%
和25.3%。

补链延链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华天慧创科技（西安）有限公司展
厅内摆放着多款光学镜头。“我们可以

做到在小拇指大的地方，放置 2万多个
光学镜头，每个镜头比头发丝还细小。”
该公司总经理袁万利说，“因为我们的
先进生物识别模组产业化项目有整套
全球最先进的WLO生产线，可以生产
微纳米级光学镜头”。

据介绍，华天慧创先进生物识别模
组产业化项目，整合了光学与半导体产
业链，研发出国际领先的超薄指纹模组
工艺，有效解决了OLED屏下占比空间
等问题，实现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高
端产品的规模化制造。

今年，我省谋划部署了华天慧创先
进生物识别模组产业化项目、秦创原集
成电路产业项目、先正达育种技术中心
项目、延安新材料产业园等一批重点建
设项目，加快推进优势产业高端化、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服务业现代化，
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链群完整、竞
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为补链延链、
加快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日前我省
还筛选出 6大支柱 14个重点产业领域
的 23条重点产业链，实施“链长制”，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支撑”。

抢抓机遇 构建发展新格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
局。3月 30日，我省启动秦创原创新驱
动平台建设，目前平台建设加速推进。7
月 19日，在全省重点项目观摩活动中，
西安高新丝路通信创新谷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崔振宇介绍，目前秦创原集成
电路产业项目已签约引进北京奕斯伟、
北京博大光通物联、江苏金晓电子等28
家行业领先企业。预计2022年6月该项
目建成投用后，将聚集企业600家，加速
西安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发展。

今年，我省梳理西安至延安高速铁
路、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东庄水
利枢纽工程等17个重大项目，申请纳入
国家重大项目清单。上半年，我省累计争
取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132.1亿元，明
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我省争取专项债
权限额788亿元，较去年增加120亿元。

随着一批高质量项目落地生根，我
省转型升级加速，质量效益提升，开放
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只要 10 多分钟就把大盘鸡做好
了，特别方便，感觉自己也是大厨！”周
末，陈明约了几个好朋友到家里吃饭，在
做新疆名菜大盘鸡的时候，他选择了预
制菜——大盘鸡料理包，放进锅里炒一
下很快就好了，“如果做一份传统的大盘
鸡，从洗切开始，到最后做成成品食用，
至少需要几十分钟”。

随着消费升级和生活节奏加快，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预制菜。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预制菜持续释放市场潜能，未来
我国预制餐市场可能成长为万亿元规模
的市场。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
国共有超过6.9万家“预制菜”相关企业。

方便快捷受青睐

“外卖吃怕了，还是自己动手做，通
过网上订购预制菜，短时间内就能做好
一桌菜，特别有成就感。”梁彤独自一人
在乌鲁木齐工作，近段时间以来，原本天
天吃外卖的她，开始选择预制菜，“自己
做出来的，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但感觉健
康多了”。

据了解，预制餐品大致分为四大类

产品，即食餐品、即热餐品、即烹餐品和
配餐品。过去，预制菜都是给餐饮商家
准备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
选择预制菜。“预制菜”企业在近两年快
速崛起。

2020年某知名网购平台数据显示，
预制餐品销量同比增长 111%，自热火锅
等新式方便速食销售量增长超过 50%，
预制餐品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

盒马鲜生的数据也显示，54%的 95
后盒马消费者经常自己购买食材做饭，
而半成品菜是他们最爱的商品之一。

一项关于我国居民近十年间对于
食品消费观念转变趋势的调查显示，
有 67.1%的人认为传统烹饪方式麻烦，
90.1%的人可以接受速冻主食，18-30
岁年龄段仅有8.8%的人表示享受烹饪的
乐趣。

“预制菜满足了我们普通人对‘美
味+便捷’的需求。”梁彤这一想法代表
了不少年轻人的需求。

越来越多企业加入赛道

土豆切成丝、豇豆切成段、茄子切成
块……在新疆百成鲜食（集团）供应链有
限公司的一条现代化净菜生产线上，农

副产品上线后很快就被加工成净菜，这
条生产线日产 3万吨。据介绍，该企业
还有米饭、包子面点、豆浆等自动化生产
线，满足市民的现代化消费需求。

面对新的消费模式，不少餐饮企业
也开始进军家庭消费场景，转型做起了
外卖和预制菜生意。国内的海底捞、云
海肴、眉州东坡、西贝等头部餐饮企业，
纷纷推出了针对普通消费者的预制菜
产品。

目前,我国预制餐品的销售渠道基
本覆盖了所有的食品销售渠道，如餐饮、
商超、农贸市场、便利店、电商、专业外卖
市场、一般流通等。

新疆福润德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以经
营牛羊肉分割产品为主，近年来，在原有
产品基础上新推出的原切牛排、牛羊肉
串、酱卤牛肉等，格外受到市场喜爱。该
公司副总经理黄莉情说，随着生活节奏
的加速以及受疫情影响催生的家庭备餐
需求等因素，预制食品也成了继外卖后
消费者的另一省心选择。

做好供需两端准备

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白京堂表示，预制餐品市

场前景广阔，餐饮企业必须主动出击。
一方面，通过采用预制餐品来降低现场
生产制作成本；另一方面也可研发预制
餐品，开辟更广阔的销售市场。

全国范围内预制菜生产商数量众
多，其中多数依然停留于作坊式生产加
工模式，达到规模以上生产水平的企业
较少。同时，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区域性
特征明显，行业中各企业市场份额有限，
大规模全国化经营的企业数量较少。虽
然预制菜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消费
习惯，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业内人士指出，经济发展、消费习惯
改变、冷链物流发达、农业工业化成本降
低等因素，都将促进我国预制菜行业高
速发展。

乌鲁木齐饮食服务行业协会终身荣
誉会长张元松认为，目前来看，预制菜在
消费者心智培育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是预制菜兴起背后的需求确实存
在。餐饮商家降本增效的需求，以及人
们快节奏和“懒宅”的生活方式，都在支
持着它的发展。

连日来，陕南持续高温，
为行车安全埋下隐患。为此，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安康机务段加大机车质量
整治力度，对配属的240台机

车开展记名式整修，全力确保
暑期列车安全运行稳定。图
为该段机车专检人员在检查
保养车顶高压绝缘瓷瓶。

□糜强 摄

7月19日，
施工人员在法
士特年产20万
台 S 变速器智
能工厂项目建
设现场作业。
今年上半年，
法士特实现营
业 收 入 152.5
亿元，同比增
长 25.1%；变速
器销售同比增
长 32.4%，各项
经营指标继续
保持行业领先
优势。
□袁景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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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观点左
7月22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两周年。自诞生之日起，即

肩负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使
命，科创板这块资本市场改革的“试验田”，日益成为畅通科
技、资本和产业良性循环的重要平台。

截至7月21日，科创板上市公司达到311家，总市值超
4.7万亿元。截至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IPO）融资占到
同期A股的43%。一系列上扬的数据凸显了科创板引导要
素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聚集的积极效应。

发挥改革“试验田”作用，科创板率先开启注册制改革，
为“三步走”的注册制改革蹚出关键第一步。科创板取消上
市强制性盈利要求，设置多套上市标准，为具有成长性、尚
未盈利的科创企业打开融资之门，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

两年来，科创板“硬科技”成色愈浓。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等高科技行业加速集聚。当前，我国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科技创新“始于技
术、成于资本”的特征也日益显著。科创板在发挥资本市场
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方面，大有可为，任重
道远。

未来，科创板需坚守“硬科技”定位，进一步完善相关规
则，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同时，也需厘清责任边
界，完善监管评价体系，防止不当入股和违法违规“造富”，
保障板块行稳致远。 □姚均芳 刘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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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吹风政

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
（记者 王立彬）为持续加强市场
预期引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1日宣布将
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共计
17万吨。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物资储
备司司长徐高鹏介绍说，年初以
来，全球疫情持续演变、供需恢
复不均衡、流动性泛滥及投机炒
作等因素叠加，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大幅上涨并向国内传导，给中
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
较大压力。按照国务院部署，发
展改革委、粮食和储备局决定分
批次向市场投放国家储备铜铝
锌。7 月 5 日，粮食和储备局通
过网上公开竞价方式，向市场投
放国家储备铜 2 万吨、铝 5 万
吨、锌 3万吨并全部成交。为进

一步促进价格合理回归，7月下
旬将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
锌共计 17 万吨，其中铜 3 万吨、
铝 9万吨、锌 5万吨。经过多年
建设，当前国家储备物资家底充
足，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政
策目标。

此次储备投放有几个特点，
一是分批次、不定期，有利于根据
供需形势、市场预期、企业需求等
变化，灵活适度开展市场调节；
二是投放面向加工制造企业，尽
可能排除贸易商等中间环节，禁
止囤积居奇，让实体企业更有

“获得感”；三是采用网上公开竞
价，并在规则上尽可能向加工制
造业中小企业倾斜，有利于中小
企业充分参与，为其提供一个补
充库存的机会窗口，切实缓解生
产经营压力。

国家储备铜铝锌将再投放17万吨

陕西：重点项目“领跑” 高质量发展加速

□吴铎思

预制餐品成为又一个省心选择
消费升级和生活节奏加快，市场潜能进一步释放

□杨晓梅

“哇，太了不起了！”当听到中国石油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宝鸡钢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文
升介绍宝鸡钢管 61年来累计生产油管
可绕地球 13 圈时，大学生代表发出了
由衷赞叹。

7月21日，宝鸡钢管举行“赓续红色
血脉，领跑油气管业”中国石油开放日活

动，知名院校大学生代表、合作伙伴和媒
体等 80余人走进宝鸡钢管，参观油气装
备生产工艺。

冯文升介绍，1959年9月26日，第一
根螺旋埋弧焊钢管成功下线，光荣参与
了建国十周年献礼。从此，苦干、实干加
巧干的“干”字文化，成为宝鸡钢管最具
特色的红色基因。干，坚定勇毅前行；
干，铸就千秋伟业。正是凭着“干”字当
头的坚韧与执着，宝鸡钢管持续传承、不

断丰富“一个人、一条路、一根管、一片
天”的精神内涵，赓续红色血脉，与共和
国共同成长，一路前行。

在输送管公司制管一分厂，与会人员
观摩了新中国第一条螺旋埋弧焊管生产
线和拉辊老设备，听取了向阳班组“生而
向阳、向阳而生”的新内涵和事迹介绍，感
受了中国焊管的摇篮文化。在输送管公
司制管三分厂，大学生许铭和同学们对于
工厂大部分岗位以智能代替人力的做法

表示惊叹，他们为智能化、现代化的“黑灯
工厂”点赞。在中央控制室，与会人员详
细了解了三分厂智能化运作的全流程。

在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彭建军创新工作室，与会人
员了解了彭建军创新工作室助推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典型事例。许铭表示，看到
这个创新工作室，更激发了自己努力学
习专业知识的动力，将来也要学以致用，
成为实业兴国的有用人才。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干”字文化
——宝鸡钢管开放日活动见闻

□王冠慈

西安市莲湖区喜油坊粮油经销部不慎将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编号为：610104600323993，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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