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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8届广交会将在网上举办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0日说，第128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
10月15至24日在网上举办，展期10天。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高峰
表示，继续在网上举办广交会，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广交会
全方位对外开放平台作用，有利于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
推动对外贸易稳定健康发展，有利于畅通外贸产业链、供
应链。商务部将努力为参展企业和客商提供更优质、更
便利的服务，欢迎中外企业和客商积极参展、洽谈采购。

广交会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平
台，自1957年创办以来从未间断。今年6月15至24日，
第127届广交会在网上举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广交会
整体性“搬上云端”。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由全国工
商联主办的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
会10日在京举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
荣在会上发布《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
入围门槛、资产总额、税后净利润总额等
均有不同程度提升，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
好，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持续增长

黄荣介绍，共有5761家年营业收入5
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上规模民营企业调
研，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

报告显示，“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入围门槛达202.04亿元，比上年增加
16.18亿元；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入围
门槛达89.18亿元，比上年增加3.56亿元；
服务业民营企业 100 强入围门槛达
289.51亿元，比上年增加48.39亿元。

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
总额30.17万亿元，增长5.85%。资产总
额36.96万亿元，增长6.78%。税后净利
润1.39万亿元，增长8.06%。共有19家民
营企业500强入围2020年《财富》杂志世
界500强榜单。

其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
股集团、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等10家
企业2019年营业收入超过3000亿元，华
为以年营业收入8588.33亿元蝉联民营企
业500强榜首、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
首。资产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有80
家，比上年增加4家。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以2.21万亿元的规模蝉联民营企业500

强资产总额榜首。

民营企业500强创新能力稳步增强

黄荣表示，2019年，民营企业500强

加快实施转型升级，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
竞争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积极参与国家
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报告显示，民营企业500强中，有475

家企业参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355家企业参与精准脱贫攻坚战，403家
企业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291家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战略，191家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263家企业参与了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

调研结果显示，民营企业500强的创
新能力正稳步增强。民营企业500强中，
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超过3%的企业321
家，其中，超过10%的企业186家。研发经
费投入强度超过3%的企业59家，其中，超
过10%的企业5家。华为和浙江吉利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投入位居第一、第二位，
分别达1316.59亿元和207.30亿元。民营
企业500强中，有402家企业的关键技术
主要来源于自主开发与研制，占500强企
业的80.40%。民营企业500强有效专利
数量增长8.46%，国际专利数量增长明显。

经贸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持续显现

报告显示，随着民营企业500强规模
的扩大，营业收入增幅、税后净利润增幅、
资产总额增幅放缓，比上年分别下降
10.59、5.81、15.99个百分点。缴税负担、
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依然是民营企业
500强最主要的成本负担。

企业投融资活动更加谨慎。民营企
业500强开展并购重组活动较上年减少
30.73%。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有效缓
解，感到融资难融资贵的500强企业数量
继续增长，从 2017 年的 254 家增长到
2019年的274家。

经贸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持续显现。
30.40%的500强企业认为中美经贸摩擦
对企业的影响有所加剧。

《2020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

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记者10日
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物流业
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保持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
方案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并举，提出
统筹推动物流业降本增效提质和制造业

转型升级，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协同联动和
跨界融合，延伸产业链，稳定供应链，提升
价值链，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
经济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方案明确，到2025年，物流业在促进
实体经济降本增效、供应链协同、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作用显著增强。探索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
发展模式，制造业供应链协同发展水平大
幅提升，精细化、高品质物流服务供给能
力明显增强，主要制造业领域物流费用率

不断下降；培育形成一批物流业制造业融
合发展标杆企业，引领带动物流业制造业
融合水平显著提升；初步建立制造业物流
成本核算统计体系，对制造业物流成本水
平变化的评估监测更加及时准确。

针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存在的
主要问题，方案一方面从企业主体、设施
设备、业务流程、标准规范、信息资源等5
个关键环节，对促进物流业制造业全方位
融合提出明确要求，推动解决制约物流业
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主要障碍和“中梗阻”；

另一方面，聚焦大宗商品物流、生产物流、
消费物流、绿色物流、国际物流、应急物流
等6个重点领域，明确了推动物流业制造
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

这位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依托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机制，加强跨部门政策统筹和
工作协调，形成政策协同和工作合力，为
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不断提高物流业
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水平提供有力
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4个部门联合发文

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

合安高铁
开始联调联试

9月10日，一列检测列车经过安徽肥
西花岗特大桥。

当日，合安高铁正式开始联调联试，
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基础。合安高铁北
起合肥，南至安庆，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要通道京港
（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
公里。

据新华社

白露时节，鹭岛厦门秋意渐浓却人潮
涌动。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2020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暨丝路投资大会正火热
进行，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及政府代表汇聚于此，共商合作大计。

“您好，您想去哪儿，我可以带您去。”
在厦洽会人才馆，一台略带萌性的智能机
器人引起了参会者的关注，一些人正围着
这台名为“晓瑞”的机器人与其交流。

这台智能机器人是由厦门瑞为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为机场量身定制的机场智
能服务机器人。“晓瑞，带我去最近的咖啡
厅。”该公司高级副总裁詹红梅向机器人
发出指令。机器人“步行”的速度并不慢，
但神奇的是，机器人精准地绕过了面前每
一处障碍物，在人群中游刃有余地前进。

除了利用激光雷达引路外，旅客只要

扫一扫脸，无须出示登机牌，“晓瑞”就能
带领旅客以最优的路径规划前往登机口，
在此期间还能帮旅客搬运行李。

已连续六年参会的詹红梅对今年的
厦洽会信心十足：“作为一家人工智能企
业，我们和实体经济是鱼和水的关系，厦
洽会给我们提供了‘找水’的平台。”

在物联网人工智能企业云知声的展台
前，来自此次厦洽会主宾省山西的客商正在
细细端详该公司的“智能语音管家”系统。

“这个窗帘怎么声控？有开关吗？它能听得
懂方言吗？”面对客商一连串提问，云知声东
南总部总经理陆阳耐心地一一解答。

2017年底，在优越营商环境的吸引
下，云知声东南总部落户厦门。同年，该公
司联合厦门市政府启动厦门人工智能超算
平台项目建设。“我们与厦门一起构建的超

算平台现在的浮点运算能力已经突破每秒
1亿亿次。”陆阳告诉记者，他们是第二次参
加厦洽会，希望能通过厦洽会的平台找到
更多实体经济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疫情的影响短时间内可能还会持
续，我们可以坐下来聊聊未来的合作前
景。”9月8日在2020厦洽会开幕当天，厦
门奥普拓自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褚丹
雷来到一家实体企业的展台前，与企业负
责人交流合作事宜。

作为厦门本土成长起来的科技企业，
奥普拓在全国拥有6家控股子公司，主要
从事工业互联网的研究开发工作。在厦
门，他们承担了厦门市碳排放能耗管理云
平台和市一级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建设工作，
目前已有80家企业与其有直接合作关系。

“在疫情影响下，外向型制造企业面

临削减开支的压力。”褚丹雷告诉记者，通
过提升生产流程智能化水平，可以有效节
省人工和能耗成本，这也是不少参加厦洽
会的实体经济企业寻求的目标。

“这次厦洽会我们带来了自主研发的
‘摩尔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三维工业仿
真解决方案。”摩尔元数总经理方金华告
诉记者，通过工业软件推进制造业的数字
化升级已经成为业界共识，在这届厦洽会
上，有不少中小企业主前来商讨合作事
宜，这让方金华收获良多。

记者了解到，除线下举办外，“云上办
会”也成为本届厦洽会的一大亮点。通过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化手段，以云展
示、云对接、云洽谈、云研讨、云签约等方
式，全球嘉宾都能身临其境地跨区域、跨
领域实现“云”上互动交流。（据新华社）

给实体经济安上“数字翅膀”
—— 2020厦洽会现场侧记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36家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批

复同意建设中国（甘肃）、中国（昆明）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至此，全国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数量达到36家。

甘肃保护中心、昆明保护中心分别是甘肃省、云南省
布局建设的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同时也是西部地
区第四、第五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将分别面向先进制造
和节能环保产业、生物制品制造和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开
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服务。

据悉，国家知识产权局2016年启动知识产权快速协
同保护工作，依托地方共同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旨在
为创新主体、市场主体提供“一站式”知识产权综合服务，
切实解决知识产权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

我国将探索实现结婚颁证仪式常态化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为进一步维护婚姻家庭和

谐稳定，民政部、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
代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开展婚
前辅导、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仪式
常态化等一系列措施。

婚姻是家庭的纽带，婚姻家庭和谐事关民生幸福和
社会稳定。意见要求，要探索开展婚前辅导，开发婚前辅
导课程，编写教材和宣传资料，在婚姻登记大厅通过宣传
栏、视频、免费赠阅等方式进行宣传，帮助当事人做好进
入婚姻状态的准备，学会管理婚姻，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婚
姻家庭纠纷的产生。

根据意见要求，各地要着力提升结婚颁证服务水平，
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至少设立一个独立的颁证大厅，
探索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并实现颁证仪式常态
化，通过引导婚姻当事人宣读结婚誓言、领取结婚证，在
庄重神圣的仪式中宣告婚姻缔结，让当事人感悟铭记婚
姻家庭蕴含的责任担当。

同时，意见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室外颁证场
所，建立地方领导、社会名人颁证制度，积极推广人性化
的颁证服务，设计文化内涵丰富的颁证词，鼓励当事人邀
请亲朋好友共同见证。

意见同时强调，要深化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
导，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要设置婚姻家庭辅导室（婚姻
家庭纠纷调解室）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探索离婚冷静期
内对当事人开展婚姻危机干预的有效方法和措施。同
时，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组织举办集体婚
礼，倡导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文化。

美国超50万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

院协会联合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已有超过5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且近期儿
童感染病例数快速增加。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儿童新冠感染数
据。数据显示，截至9月3日，美国共报告513415例儿
童新冠确诊病例，约占所有统计新冠确诊病例年龄的地
区报告病例总数的9.8%，每10万名儿童中约有680人
感染；而在8月20日至9月3日的两周内，美国儿童感染
病例从442785例增至513415例，增长了7万余例，增幅
为16%。有9个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1.5万例。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相同，其中超过30
个州将儿童年龄界定为0至19岁。

美国儿科学会称，目前看来，儿童新冠重症病例非常
少见，但各州需要继续报告新冠检测、确诊、患者入院情
况、不同年龄和族裔死亡病例等详细信息，以便能继续记
录和监测新冠疫情对儿童健康的影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数据显示，近期美国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呈下降趋势，其中9月7日和8日的新增
确诊病例分别为26146例和23301例，这是自6月22日
以来美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首次降至3万例以下。

英首相宣布防疫新举措
新华社伦敦9月9日电 为应对新冠疫情反弹，英

国首相约翰逊9日宣布疫情防控新举措，包括禁止社交
场合6人以上聚集。由于英国各地防疫规定并未完全同
步，新措施仅适用于英格兰地区。

约翰逊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宣布，自本月14日起，除
少数情况外，日常社交场合中的聚集人数不得超过6人，
室内室外均适用，违者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不过，学校
和工作场合等并不受影响。

此外，自本月18日起，特定企业必须收集国民保健
制度系统的相关检测和追踪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保存21
天。政府还将加大对地方的支持，帮助后者采取有效隔
离措施、处理防疫违规事件等。

约翰逊表示，政府力争在10月底前将病毒检测能力
提升至每天50万次，并推动新的快捷检测技术尽快大规
模使用。

近一个月来，英国新冠疫情快速反弹。该国卫生部
9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659例，累计确诊355219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