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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陕汽控股2022年首届“爱在
古都 情定陕汽”职工集体婚礼在西安举行。

39对新人携手登上自己制造的德龙汽
车，从奥体中心出发，一路向北，来到陕汽西
安商用车产业园举行集体婚礼。

新人们手牵红绸、朗诵《新婚赋》、交换
信物……在亲友和同事的见证下，开启人生
崭新阶段。 本报记者 刘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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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新闻集装箱

工信部出台举措助力中小企业发展

建行拟出资设立住房租赁基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中国建设银行

23日晚发布公告称，拟出资设立住房租赁基金，
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300亿元。建行董事会
透露，建行此次投资已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但
该基金设立尚需在有关部门办理必要的审批、
备案、登记等手续。

《稻花香里话丰年》即将出版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作为弘扬农耕

文化、展现农业科技的重要内容，中国农民丰收
节推荐读物《稻花香里话丰年：一粒米的时空旅
程》近期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近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已启动 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申报和推荐，立足具体细分领域，以
产业集群方式助力中小企业资源对接、要素整
合，推进惠企政策落地，有针对性进行固链强链
补链，同时还将支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参
与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培育和建设。

雨过天晴，秋高气爽，法士特汽车传动
工程研究院楼前蓝色展板整齐排列，绿色拱
门下展示着公司的最新成果……

9月 23日，本报“工报进百企·献礼二十
大”全媒体采访团走进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正值法士特第四届“科
技创新周”活动进行中，家属开放日活动也
如火如荼进行着，让法士特“粉丝”大饱眼
福。不少前来参观的职工家属，与亲友共同
见证着企业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

在展区内，一款产品——45kW三合一
电驱系统FSJE13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相较于
其他“体型”略大的产品，它显得小巧精致，
令人赞叹。

展区讲解员介绍，乘用车三合一电驱系
统（FSJE13）采用两级平行轴齿轮传动结构，
可根据整车要求调整速比，集成电机、MCU

与高精齿轮减速机，实现动力输出，具有动
力传递效率高、NVH 性能优异、功率密度
大、体积小、中心距小等特点。

公司科技研发人员介绍，9月 19日，法
士特新能源产品“蓝驰”品牌发布，最新研发
的四款新能源产品 FS4E200-2高集成电驱
系统、FJE7200产品、F8HA95M混动AMT变
速器、乘用车三合一电驱系统（FSJE13）亮相
科技创新周。新能源“法士特·蓝驰”意为

“蓝色旋风，绿色驰骋”，彰显了法士特新能
源产品性能优越、节能环保的特点。

在法士特展厅，记者看到变速器产品的
种类随着时代的推进越来越多，更新换代越
来越快。这是法士特坚持“生产一代、试制
一代、研发一代、构思一代”的理念和“自己
淘汰自己”的迭代法则的结果。

全媒体采访团来到法士特西安高新厂

区三万三车间，生产线上，机器嗡嗡作响，仅
有几名工人有条不紊地进行质量检测，控制
着机器人的运转。忙碌在工作岗位上的智
慧物流小车（AGV）正“哼着小曲”，闪着绿
灯，装载着生产物料，按照系统指示，将物料
运送到指定位置，原材料的搬运工作由它们
来完成，整个搬运、加工、测量等过程都实现
了智能化作业。机器旁的法士特智能系统
操作台上，能方便、直观地从显示屏中看到
整条生产线的运行状态等，实现集中控制。

三万三车间集成齿轴机加、壳体机加、
热处理、装配四大主要工艺过程于一体，采
用多组机器人实现了自动装配，全线定扭及
加载测试。

制造总部KTJ标准作业推进处负责人
介绍，生产采用精益化自动产线，产线间搬
运采用 AGV，智能立体库到装配线都实现

了全自动精益物流配送。公司加快智能制
造水平改造提升，尤其是集生产、仓储与配
送为一体的智能化生产物流体系的应用，
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助
推企业生产制造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再上
新台阶。

作为一个老国企，法士特用数字化转型
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让全媒体采访团看到
了一个“信息化管理与数字化业双管齐下，
设计研发数字化和生产制造数字化齐头并
进”的大企业。 本报记者 郭雪婷

闯出新能源智能制造新天地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质量发展见闻

秋分时节，秦岭北麓果香遍野。走进宝
鸡市眉县，缀满藤架的猕猴桃，已进入黄金
采收季。

这阵子，陕西齐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外
贸部主管鲁文博正忙着组织采摘猕猴桃。
不久后，数百吨眉县猕猴桃将经由冷链运输
远销海外。

“过去两个果季我们共出口了 800吨鲜
果，在海外市场十分走俏。”鲁文博说。在
全国猕猴桃出口产地中，眉县占据着重要
位置。

眉县地处关中，北傍渭河、南屏秦岭，日
照、土壤等条件得天独厚，是猕猴桃的优质
产区。“目前，眉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 30.2万
亩，全县 91%的农户都种猕猴桃。”在眉县果
业中心主任屈学农看来，“产业做优做强，关
键要做好这篇‘猕猴桃文章’。”

好果子，从种植开始。
在眉县齐镇凉阁村，返乡创业青年邓晓

庆的 30 亩设施大棚反射着阳光。“我种的
新品种‘红阳’是红心黄肉，侍弄起来麻烦，
但品质更好。”近几年，邓晓庆探索高端果
品路线，对果树管理有着自己的要求，“采
摘的猕猴桃，90%以上的重量要在 100克至
130 克之间。这样的果子，大小、果形等才
是最佳状态。”

近年来，眉县组建了由大学教授、农技
人员等构成的技术服务队伍，面向全县数百
个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普及猕猴桃标准
化生产技术。在专家们的帮助下，邓晓庆改
良土壤、改造树形、嫁接新品种，并采用中小
型割草机、风送式打药机、水肥一体机等机
械化设施种植猕猴桃。“标准化种植、规范化
管理，果园里的汗水，市场看得见。”邓晓庆
笑言，“眼下，‘红阳’还没熟透，但电商已经
开始催单，说是客户都等着呢！”

距齐镇不远处的金渠镇田家寨村，80
后创业青年孙国庆的 8 亩猕猴桃示范园

里，信息化气象监测仪、虫情监测预警系统
等设施颇为惹眼。“温度、湿度、光照、风速
等信息，通过手机就能掌握。”孙国庆说，有
了科技助力，今年猕猴桃收成不错，亩产约
6000斤，“这阵子，订单到了高峰期，每天要
寄出 5000单。”

做优“种植端”，更要做强“采后整理端”。
正值采收旺季，眉县猕猴桃产业园区内，

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猕猴桃来回穿梭。
齐峰果业的生产车间里，分选线自动上

果，除尘、排序、称重等自动化作业有条不
紊。一筐筐鲜果摞得整整齐齐，码放在智能
分选线旁。

“分选线能快速准确检测各项指标，其中
智能测糖环节仅需一秒钟。”齐峰果业相关负
责人赵强介绍，经电脑运算处理，猕猴桃可被
分为 16种果品等级，并根据不同等级，或包
装、发货、运输，或冷藏贮存，“目前，我们的日
分拣量可达400吨，年营业额超过5亿元。”

不同于鲜果，陕西千裕酒业有限公司
则专注于猕猴桃深加工环节。公司商品展
台上，猕猴桃果汁、果酒、点心等产品琳琅
满目。

“猕猴桃果汁口味很好，供不应求。”千
裕酒业总经理辛磊说，“今年公司会投用新
的生产线，预计可加工鲜果 3.5万吨，产值达
2亿元。”

据介绍，眉县现有猕猴桃生产加工营销
企业 55户，研发生产果脯、果酒、脆片、化妆
品等各类产品。2021年，全县加工猕猴桃鲜
果 7.8万吨，生产猕猴桃果汁、果酒 8800吨，
果脯5600吨，实现产值7.43亿元。

“猕猴桃已经成为眉县的一张亮丽名
片。”眉县县委书记刘志生说，“去年，眉县猕
猴桃产量达 52 万吨，综合产值达 58.5 亿
元。我们将持续推动猕猴桃全产业链改造
升级，让猕猴桃成为富民强县的‘致富果’

‘幸福果’。” （高炳）

培育富民强县的“致富果”
眉县发展猕猴桃产业——

本报讯（霍强）9 月 23
日，笔者从西安光机所获
悉：经过一个月的在轨测
试，由中科院微小卫星创
新院抓总研制的“创新X”
系列首发星（空间新技术
试验卫星）工作正常，搭载
的多个科学载荷按计划开
展了测试，并获得首批科
学成果。西安光机所研制
的 全 铝 自 由 曲 面 相 机
（FAIT）作为“创新X”系列
首发星载荷之一，在轨测
试取得圆满成功，获得了
首批高质量对地观测和夜
间观星图像，国内首次实
现了“全铝光机+全自由曲
面”新型光学成像体制的
在轨演示验证，取得多项
技术突破。

西安光机所科研人员
介绍，FAIT大胆使用“自由
曲面联合体”的先进设计
思想，所有镜片都采用自
由曲面面型，替代传统球
面或非球面镜片，充分释
放光学设计自由度，在相
同体积和空间布局约束
下，光学系统成像质量比
传统设计提升近 10倍。

同时，FAIT 还创新采
用全铝光机构型，即光学
镜片和机械结构都采用同
一种铝合金材料，替代传
统“玻璃镜片+选配结构”
的光机构型。据介绍，全
铝光机具备造价低、制造周期短、无热化等优势，
其整机对环境温度变化不敏感，在轨实测温度偏
差 30摄氏度时相机成像质量无明显变化，从而大
幅降低温控需求。此外，全铝光机还可以在极低
温工况下工作，与韦伯望远镜类似，有助于实现
弱红外目标的高灵敏度探测。

经过多年攻关，西安光机所科研团队先后突
破了自由曲面设计、加工、检测、装配等多项核心
关键技术，核心光学元器件和光学系统性能均达
到国际较高水平。此次 FAIT在轨测试任务的圆
满完成，是西安光机所金属自由曲面光学成像技
术由基础研究跨越至工程应用的重要标志，可为
解决我国光学载荷探测与成像性能提升问题提
供重要技术支撑，未来有望在广域高分辨率对地
遥感成像、高时效高灵敏空间目标探测、光学载
荷大规模组网等重要领域开展创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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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通知，明确
自 2022年 9月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可根据本地区受疫情影响情况
和社会保险基金状况，进一步扩大缓缴政策实
施范围，覆盖本地区所有受疫情影响较大、生
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
个体工商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
业单位及各类社会组织，使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政策惠及更多市场主体。

据了解，四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阶
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工作有关问题的
通知”，主要是为切实发挥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

费政策效果，促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通知提出，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到

期后，可允许企业在 2023年底前采取分期或逐
月等方式补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补缴期间
免收滞纳金。

通知强调，各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提供社保
缴费查询、出具缴费证明时，对企业按照政策
规定缓缴、补缴期间认定为正常缴费状态，不
得作欠费处理。企业缓缴期间，要依法履行代
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义务。已依法代扣代缴
的，职工个人缴费状态认定为正常缴费。同
时，要主动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与职
工落户、购房、购车以及子女入学资格等政策
的衔接问题。

我国进一步扩大社保费缓缴政策实施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