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记者
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日，市
场监管总局印发了《关于开展质量
基础设施助力纾困中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专项行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据了解，开展此次专项行动，
是市场监管总局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的具体举
措，也是围绕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
就业出台的“一揽子”质量政策。
据悉，专项行动主要是通过国家质
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有机融
合计量、标准化、认可、合格评定等

要素，综合运用质量提升、登记注
册、知识产权、药品监管等职能手
段，降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确保质量和
安全。

《通知》明确了四个方面11项
重点任务。要求深化质量基础设
施“一站式”服务“惠百城助万企”
活动，深入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
业行”活动，提升标准化服务水平，
开展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升级，优化检验检测技术服务。围
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质量联动提
升，开展工业产品质量技术帮扶

“提质强企”行动，推动先进质量理

念、质量管理模式向产业链两端延
伸，持续完善企业首席质量官制
度，开展广告企业“大帮小”行动、
特种设备质量提升行动、食品生产

“千企万坊”帮扶行动。探索完善
新型监管模式，完善产品安全沙盒
监管制度，针对新产品新技术新模
式适度包容审慎监管。推进企业
信用风险分类管理，探索推行触发
式监管。严厉打击和整治医用防
疫物资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违法违
规行为，持续加强价格执法检查。
提升企业登记注册、药品审评审批
注册等办理时效，提高知识产权审
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充分发挥各级

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业市场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作用，了解和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通知》强调，各省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支撑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质增效升
级的作用，加强跟踪监测与分析，
以实际行动和突出成效助力抗疫
情、稳经济、促发展。为确保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市场监
管总局将适时宣传推广各地创新
举措和经验做法，营造质量基础设
施纾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的良好氛围。

市场监管总局：

11项措施助力纾困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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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6月
24日至 25日，第六届世界智能大
会即将召开，大会采取云端的方
式，以“智能新时代：数字赋能 智
赢未来”为主题。

据公布的大会日程显示，世界
智能大会有近百场精彩活动，包括
举办云开幕式和高峰会、云智能科
技展、云赛事、云智能体验等。

“云”上相见的系列打破了时间、空
间、地域限制，以更宽更广的交流
平台，向全球传递权威声音，让更
多人见证世界智能大会的精彩瞬
间。

据了解，2017年6月29日，天
津市成功举办首届世界智能大
会。2020 年，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形势下，该市又率先以“线上”形式
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创
了云办会先河。2021 年，率先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办了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盘点
连续五届世界智能大会，主要有以

下几大特点：
首创了“会展赛+智能体验”

四位一体模式。2017年首届世界
智能大会，提出了将世界智能大会
打造成为“会展赛+智能体验”四
位一体国际化交流平台，为参会者
提供多维度、全场景的高端学术交
流、展览展示、开放创新、深化合作
和产业促进的平台。

体现了国家战略在天津的深
入实践。大会围绕落实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提出了发展
智能科技产业的重要举措。在第
二届大会期间，设立了百亿智能制
造专项资金和千亿新一代人工智
能科技产业基金。

搭建了专业前瞻的学术交流
平台。五届大会共举办11场主论
坛、130场平行论坛，来自国内外
包括诺贝尔奖、图灵奖、中外院士、
大学校长等198位知名专家学者，
围绕智能科技产业的进展、赋能、
生态、伦理等主题，进行高端交流，

激荡思想。
创新了企业家唱主角的办会

思路。目前已汇聚了国内外超万
名中外企业家，主论坛演讲嘉宾
132 人，其中企业家占 74%，包括
雷军、李彦宏、马云、马化腾、柳传
志、周鸿祎、刘庆峰、刘强东、张瑞
敏、李东生、杨元庆、董明珠等知名
企业家在大会主论坛发表演讲。
阿里、腾讯、百度、华为、360、联
想、海尔、特斯联、曙光、海康威
视、科大讯飞、中国银行、中国联通
等25家企业成为大会战略合作伙
伴，并通过举办行业论坛，深入参
与大会。举办双边会谈活动，通过
政企、企企一对一的方式沟通交
流，让企业有获得感、参与感，受到
外界广泛赞誉。

实现了以会兴业、以业引才的
集聚效应。五届大会共签署 563
项合作协议，协议投资额达到
4589亿元。其中，与国家部委、高
校签署部市、院市等合作协议 7

项，与百度、阿里、腾讯、华为及中
国电子、中电科、中车等行业龙头
企业签署战略协议 17 项。紫光
云、360、TCL、联想、麒麟等企业
总部落户天津，央企二级总部通用
机床成功落地，阿里巴巴天津中
心、华为鲲鹏生态、腾讯全国最大
IDC 数据中心、科大讯飞北方声
谷、中电科新材料、海康威视、新松
机器人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已投资
落地。360周鸿祎、科大讯飞刘庆
峰等企业家曾表示：参加首届大会
时还只是天津的客人，现在已经落
地天津，成了本土企业和主人。

据悉，世界智能大会由天津市
人民政府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其办会宗旨是“高起点、入主流、国
际化、有特色”，至今已连续举办五
届。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即将召开
你想了解的都在这里

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据商
务部官网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21日表示，美东时间6月21日，美
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依据美国会
所谓涉疆法案，将中国新疆地区生
产的全部产品均推定为所谓“强迫
劳动”产品，并禁止进口与新疆相
关的任何产品。美方以“人权”之
名，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
义之实，严重破坏市场原则，违背
世贸组织规则。美方做法是典型
的经济胁迫行为，严重损害中美两
国企业和消费者切身利益，不利于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利于全
球通胀缓解，不利于世界经济复
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该发言人指出，事实上，中国
法律明确禁止强迫劳动。新疆各
族群众劳动就业完全自由平等，劳
动权益依法得到有效保障，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2014年至 2021年，
新疆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2.3万
元增至3.76万元人民币；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由约8700元增至1.56
万元人民币。到 2020 年底，新疆
超过 306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36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35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绝对贫困问题得
到历史性解决。目前在新疆棉花
播种的过程中，大部分地区综合机
械化水平超过98%，所谓新疆存在

“强迫劳动”根本与事实不符。美
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实施涉疆产
品全面禁令，其实质是剥夺新疆各
族群众的劳动权、发展权，会造成
事实上的“强迫不劳动”，导致其被
迫失业甚至返贫。

该发言人强调，事实充分说
明，美方的真实意图是抹黑中国形
象，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美方应立即
停止政治操弄和歪曲攻击，立即停
止侵害新疆各族群众权益，立即撤
销全部涉疆制裁打压措施。中方
将采取必要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新
疆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在当前
世界经济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形
势下，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和经济复苏的事，为深
化经贸合作创造条件。

美国实施涉疆产品全面禁令
中方将采取必要行动

新华社喀布尔6月22日电 阿
富汗东部霍斯特市附近22日凌晨
发生5.9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22
日 1 时 24 分（北京时间 4 时 54

分），震中位于阿富汗东部霍斯特
省首府霍斯特市西南 46 公里处，
震源深度10公里。

美国地质调查局最初测定此
次地震为 6.1 级，随后调整为 5.9
级。

阿富汗东部发生 5.9级地震

新华社首尔6月21日电 韩国
政府 21 日宣布，当天成功发射完
全由该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
界号”，火箭搭载的卫星进入预定
轨道。

据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
和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发布的消
息，当地时间21日16时（北京时间
15时），火箭在韩国全罗南道高兴
郡的罗老宇航中心发射升空，火箭
搭载的性能验证卫星成功进入预
定轨道。目前韩国南极世宗科学
基地已实现与卫星的初期地面站
通信，确认了卫星位置。

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表
示，截至2027年，韩国政府计划再
进行4次发射，以提升发射可靠性。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通
往宇宙的道路已经打开，今后将努
力使韩国的航空航天产业发展至
世界领先水平。

“世界”号是三级运载火箭，总
重 200 吨，可将 1.5 吨级卫星送至
距离地面600至 800公里的轨道。

“世界号”2021 年 10 月 21 日第一
次发射，但因第三级发动机燃料提
前耗尽，未能将火箭搭载的模型卫
星送入预定轨道。

韩国成功发射
完全自研运载火箭

6 月 21 日 ，
中 国 队 在 比 赛
中。当日，在匈
牙 利 布 达 佩 斯
举 行 的 2022 年
世 界 游 泳 锦 标
赛 花 样 游 泳 集
体 技 术 自 选 决
赛中，中国队获
得冠军。

来源：新华网

6 月 21 日在拉鲁湿地拍摄的红脚鹬。夏至时节，位于西藏拉萨市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拉鲁湿地一片欣欣向荣。拉鲁湿地被誉为“拉萨之
肺”，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大管护力度，拉鲁湿地独特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
和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有效保护。 来源：新华网

川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新能源办公车辆
租赁服务进行询价采购，现欢迎符合相关条件
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川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新能

源办公车辆租赁服务
2、采购方式：询价
3、最高限价：8000元/辆/月
4、采购需求：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川水湾项

目建设工程处新能源办公车辆租赁服务。中
标后，中标供应商开至现场的新能源车辆不能
满足采购人要求，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更换
车辆，如更换车辆后，还是不满足采购人要求，
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且由于此部
分引起的相关费用均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并承
担违约责任。中标人提供的新能源车辆自合
同签订之日至本项目建设期满 24小时服务，
具体车辆要求详见询价文件。

5、质量要求：必须满足采购人要求，包括车
辆性能、车内外装饰、空调响应速度、软装等。

6、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至本项
目建设期满，暂按两年计算，最终按实际服务
月份为准。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

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上一年度（或上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

材料（近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

术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如委托被委托人参与询价，则

被委托人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并提供供应商
为被委托人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
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
（3）供应商具有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

有效期内《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范围
需包括客运。

三、询价文件发售信息：
投标申请人可在东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非入场交易栏目、《东台日报》、江苏省东台
沿海微信公众号“东台沿海”上查阅招标信息，
并于 2022 年 6月 22日至 2022 年 6月 29日前
采用电汇等不见面形式缴纳报名费，并简单标
注明投标报名项目名称及联系电话。

投标申请人需以本单位正式职工银行卡
缴纳报名费用（在资格审查资料里需提供近期
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复印件），报名时间
以费用到账时间为准。如过报名截止时间，报
名费用不予退回，且一切责任由投标申请人自
行承担。售价：300.00元，售后不退。

报名收款单位：东台市川水湾海岸带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建设工程处

账号：10423301040008170
开户行：农行沿海经济区支行
四、具体信息详见江苏省东台沿海微信公

众号“东台沿海”。

关于川水湾项目建设工程处新能源办公车辆租赁服务询价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历史上的廉吏》视频短片制作

及宣传推广项目。
2、最高限价：60万元。
3、采购需求：《历史上的廉吏》视频短片制作

及宣传推广。
4、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30日内按招标

人要求完成演员选角、服化道以及策划剧本、拍
摄、后期制作及宣传推广等，并交付全部成果。

5、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

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资料：
（1）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

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上一年度（或上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

告（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
（3）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

料（近期）；
（4）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能力的书面声明；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如委托被授权人参与投标，则被授权
人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并提供投标人为被授权人缴
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证明；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
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
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获取招标文件
投标申请人应于2022年 6月23日至2022年

6月27日，在上班时间通过网络报名（报名时提供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报名人身份证复
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后扫描），招标文件及其附件
工本费 300元/份，同时需缴纳诚信保证金 1000
元整。报名成功后，无充分理由不参加本项目投
标 的 ，不 予 退 还 诚 信 保 证 金 ，联 系 电 话
0515-60600962，13770091390。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2022年6月28日9时（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管理委员

会222室（东台市泰山新村商业2号楼）
五、其他补充事宜
本项目评标办法：综合评分法。
本项目为不见面交易项目，投标人通过“腾讯

会议”直播APP加入会议。
2022年6月23日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