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1年7月14日 星期三

电话：028-86641711 Email：xwb93@126.com

编辑 易陟 美编 赵磊 要闻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黄晓庆）近日，《四
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报告（2020）》（下称《报
告》）正式发布。《报告》透露，2020年，全省实现
民营经济增加值26532.93亿元、增速2.9%。全省
民营经济贡献了 46.4%的投资、54.6%的 GDP、
66.4%的税收、91.31%的新增就业、98.21%的新
增市场主体。

8市（州）民营经济增加值破千亿

《报告》指出，2020年全省实现民营经济增
加值 26532.93 亿元、增速 2.9%，GDP 比重为
54.6%。从全年走势上看，四川民营经济经历了
一季度探底（-5.8%）后，在二季度实现降幅大幅
收窄（-1.3%），到三季度恢复正增长（1.1%），最
终实现全年增速进一步扩大（2.9%），仍低于全
省GDP增速（3.8%）0.9个百分点。民营经济对经
济增长贡献率 41.67%，比上年下降 16 个百分
点。

从产业看，民营经济增加值第一产业表现
突出、增长 6.4%，实现 1889.6亿元；第二产业增
长 2.9%、完成 13059.25 亿元，其中，工业完成
9919.1 亿元、增长 3.1%，建筑业完成 3140.15 亿
元 、增 长 2.0% ；第 三 产 业 增 长 2.3% ，实 现
11584.08亿元。因农业、工业民营经济恢复增长
速度快于服务业，全省民营经济三次产业结构
由 2019 年的 6.1:43.3:50.6 调整为 2020 年的 7.1:
49.2:43.7。

从市（州）看，8个市（州）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到千亿规模，其中成都（8902.78 亿元）位居第
一，绵阳（1822.17亿元）、宜宾（1637.27亿元）分
列二、三位。21个市（州）均实现正增长，12个市
（州）增速超过全省，其中雅安、宜宾增速并列第
一，广元第三。16个市（州）增加值占GDP比重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遂宁、绵阳、达州分列
前三。

市场主体增长率及占比均超上年

截至2020年12月末，全省实有民营经济市
场主体681.48万户，同比增长14.15%，比上年高
出4.65个百分点；占全部市场主体数（699.25万
户）的97.46%，略高于上年水平（97.4%）。

其中，2020年全年新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
126.59万户，占全部新增市场主体数（128.89万
户）的98.21%，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9.06万户、占
新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的 30.85%，个体工商户
新增 86.75万户、占 68.53%，农民专业合作社新
增7811户、占0.62%。

从市（州）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来看，成都
（284.19万户）、绵阳（36.53万户）、宜宾（35.97万
户）排总量前三位，宜宾、雅安、成都排增速前三
位，遂宁、宜宾、雅安排占比前三位。

四川省 12家民营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全省民营上市公司78家（年度新增4家），
其中成都54家，占69.23%，绵阳6家，占7.69%。

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万家

截至2020年12月末，全省拥有民营科技型
中小企业 12279家，同比增长 33.42%。其中成都
6023家，同比增长14.99%，占全省民营科技型中
小企业数的 49.05%；绵阳 1375 家，同比增长
31.08% ，占 11.20% ；南 充 829 家 ，同 比 增 长
36.35%，占6.75%。

全省拥有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8103家，同比
增长 44.69%。其中，成都 6088 家，同比增长
49.25% ，占 75.13% ；绵 阳 442 家 ，同 比 增 长
32.34% ，占 5.45% ；德 阳 261 家 ，同 比 增 长
28.57%，占3.22%。

据统计，全省有 10 家企业入选“2020 中国
新经济企业500强”，4家企业入选“2020年全球

独角兽企业500强”。

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

截至2020年12月末，全省城镇就业登记人
数为 1918.96万人。其中，民营经济就业登记人
数为1572.09万人，比一季度末增长6.94%；占全
省城镇就业登记人数的 81.92%，比一季度末增

加2.12个百分点。
2020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96.22万人，其

中，民营经济吸纳城镇新增就业 87.86万人，占
全省城镇新增就业的 91.31%，比一季度增加
3.51个百分点。

民营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贡献了
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和九成以上的新增城镇
就业。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黄晓庆）近日，记
者从《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报告（2020）》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 年，全省民营经济发展
指数为67.14，较半年度指数上升0.64。其中，成
都的民营经济发展指数为 83.70、排第一位，达
州（71.73）、宜宾（71.41）列第二、三位。遂宁、绵
阳、眉山、德阳、泸州、南充、乐山、雅安、自贡的
民营经济发展指数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在发展主体、发展环境、发展动能、发展水
平和发展绩效 5个一级指标中，发展主体分指
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成都、宜宾、雅安；发展环
境分指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成都、南充、遂宁；
发展动能分指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达州、成都、
遂宁；发展水平分指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成都、
宜宾、绵阳；发展绩效分指数排前三位的分别是
成都、绵阳、宜宾。

去年四川民营经济发展指数较半年度指数上升0.64

四川经济日报讯 （记者 黄晓庆）近日，记
者从《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报告（2020）》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 年，全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下大力“保市场主体”，通过政策扶持、党
建助力等方式，半数以上企业走出困境，信心逐
渐提升。

一方面，通过金融稳企业保就业、财政扶
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加强党建引领，释放“红色引擎”的
强劲动力，推进“两个覆盖”，1000 余位党建工
作指导员靠前服务，在非公企业新建党组织
1866 个，新发展党员 3396 名。创建两新组织

党建示范园区、楼宇 172 个，组建全省百强民
营企业党建联盟，初步建立两新组织党建示
范体系。

2021 年 1 月抽样调查绵阳、宜宾、达州的
198 户民营企业显示，半数以上民营企业已走
出新冠肺炎疫情困境。其中，21.03%的受访民企
经营恢复到疫情前的100%及以上，31.79%的受
访民企恢复到 80%-100%。36.92%的受访民企
用电量比上年增加，40.51%的受访民企持平。
317.9%的受访民企用工量比去年增加，45.13%
的受访民企持平。28.72%的受访民企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加，25.13%的受访民企持平。

四川半数以上民营企业走出疫情困境

近日，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毛垭草原风景如画，牛羊成群，惹得游客纷纷停车欣赏、拍照、骑马游玩。地处国道318线的毛垭大草原，被
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 叶强平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杨琦 摄影报道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佩佩）近期，四
川已进入主汛期，为高效开展自然灾害期间城
乡居民安全供水、污水处理工作，有效防范和
化解汛期水环境风险，保障生态环境安全，省
生态环境厅牵头编制了《自然灾害期间城乡居
民安全供水和污水处理应急保障方案》《枯水
期生态流量保障和汛期水环境安全保障工作
方案》。

精准识别供水安全问题，强化水源地保
护。方案指出，要精准识别供水安全问题，全面
排查供水系统，做好供水安全各项预防准备工
作，按照不同响应级别，启动应急预案。要合理
选择安全供水方式，根据实际情况，启用应急、
备用水源取水或启用自备水井、新凿水井。要
强化水源地安全保护，各级政府确定需要重点
保护的供水水源，做好水源地周边污染源、风
险源排查，制定环境应急响应和处理处置方
案。要保障水厂及输配水系统安全，加大水厂
和输配水系统巡查，加密出厂水、管网水水质
检测频率，重点对管网余氯达标情况进行检
测。要加强分散式供水净化，合理设置净化水

处理设施，防止肠道传染病流行。
加强污水处理厂应急处置，保障临时设

备正常运行。方案强调，要加强污水处理厂应
急管理处置，自然灾害期间，根据进水水质情
况，分别采取工艺措施调整。要合理确定临时
居住点处理方式，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污水收
集系统，合理设置排污口，杜绝利用渗坑、渗
井、裂隙、溶洞等排放污水。要因地制宜优选
处理技术和设施，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可采用
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拼装式污水处理设施
和自然处理技术等。农村地区或非重点流域
临时居住点可采用人工湿地、土地处理和稳
定塘等自然处理技术。要保障临时设施设备
正常运行，加强临时居住点粪便和污水处理
设施监督管理，定期消杀、清掏化粪池、沼气
净化池，定期清洗、更换储粪箱，及时收集转
运粪尿。

做好汛前排查，汛中应对，汛后恢复。方案
指出，汛前有效化解环境风险，排查重点污染
源水环境风险。督促企业依法依规转运处置积
存的废水、废液、污泥、危险废物，保持事故应

急池、初期雨水收集池低液位或空池状态。汛
期加强环境风险应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加
强信息数据共享，强化雨情、水情、水质预警预
判，形成风险应对合力。对可能发生的险情及
时通报相关单位。汛后加快设施设备恢复，发
生汛期突发环境事件的，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
求开展工作，减轻突发环境事件影响。污染治
理设施恢复前，有废水排放的工业企业不得恢
复生产。

加强组织领导，科学部署统筹推进。方案
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人民政府是江河
湖泊生态流量保障、汛期水环境安全保障的
责任主体，要加强研判、科学部署，统筹组织
相关部门扎实推进相关工作。要加大支持力
度。各地积极支持汛期水环境安全保障工作，
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撑。相关部门按照职能职
责，加强对生态流量保障、污染排放调控、环
境风险排查整治及风险应对、汛后恢复工作
的指导、帮扶。要严格责任落实。水利厅、生态
环境厅及省级相关部门督促各市（州）落实相
关任务。

《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报告（2020）》发布

去年我省民营经济贡献54.6%的GDP

交通银行
全球性通胀只是暂时现象

四川经济日报讯 7月13日，交通银行金融研
究中心发布《2021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展
望》，预计下半年全球经济全面复苏仍较困难，发
达经济体复苏将明显快于新兴经济体。随着欧美
宽松货币政策逐渐退出，全球性通胀或将年内见
顶。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认为，市场热议的全
球性通胀，只是暂时现象，通胀或将年内见顶。一
是因美国最快或于下半年讨论缩减购债规模，全
球流动性拐点可能出现。二是因发达与新兴经济
体间的免疫落差将逐渐弥合，逐步缓解全球商品
供需失衡状况。当前全球并未进入新一轮增长周
期，需求并不具备持续推动通胀的动能，全球通胀
只是暂时现象。

国内物价涨势趋于平稳，输入型通胀压力减
轻。预计下半年 PPI 将冲高后回落，全年涨幅在
5.5%左右。第一，大宗商品和原油价格上涨速度
有望放缓。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转，大宗
商品和原油产出国的供给能力逐渐恢复，促进价
格涨势减弱。第二，基数原因促进价格涨幅难以
进一步扩大。此轮上游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基数上升促进今年下半年初级产品
价格同比逐渐趋稳。第三，PPI上涨时快速，涨势
消退也很快。PPI 快速上涨时期通常在 10-15 个
月，此轮已有 1 年时间，下半年大概率将走稳回
调。第四，价格上涨从 PPI 向CPI的传导不畅。年
初以来 PPI 与 CPI 剪刀差显著扩大，价格上涨主
要在生产端，生活端价格涨幅有限。第五，下半年
PPI翘尾因素明显下降。7月PPI翘尾因素为 2%，
8 月之后逐月下降。第六，4 月以来，国家多次出
台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措施，将对遏制输入性通胀
起到积极作用。

预计下半年CPI涨幅将高于上半年，全年平
均上涨 1.3%左右。第一，预计下半年猪肉价格仍
将处于低位，难以显著抬升CPI。第二，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好转，农产品生产、运输、供应恢复正
常，食品价格涨势将较弱。第三，非食品价格走势
滞后于 PPI，预计下半年非食品价格将高于上半
年。考虑到 PPI 向 CPI 传导不畅，生活资料价格
涨幅较小，下半年非食品价格涨势将较为温和。
第四，下半年 CPI 翘尾因素整体下降。原油价格
上涨导致零售燃油价格持续上调，对非食品价格
带来拉动作用。综合来看，通胀不会成为今年中
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更不会成为宏观政策应
该关注的主要目标。 （罗梦曦）

隆昌市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9家

四川经济日报内江讯 （记者 毛春燕 李
弘）近日，记者从隆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
隆昌市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建设、政策保障、
平台建设，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隆昌市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主体建设，全力
抓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2021年新培育内
江良辉药业有限公司 、隆昌县良工科技有限公
司、隆昌万林科技有限公司 3家企业申报第一
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29家。

隆昌市设立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专项资金，
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企
业建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的主体。2018年以来实施“一种无味高强
度再生胶的产业化”“感应线圈胶泥研及其制备
方法”等隆昌市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28项。

此外，隆昌市全力抓好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建设。完善孵化器硬件和软件设施，完善孵化器
管理制度，引入孵化器中介服务机构，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降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创业风险和创
业成本，提高了企业的成活率和孵化成功率。

南充高坪区
上半年新签约项目18个

四川经济日报南充讯 （陈星颖 记者 李国
富）今年以来，南充市高坪区围绕“三大千亿产业
集群”的电子信息产业、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重
点，主动对接高品质发展的企业，突出精品招商、
精准招商、产业链招商。1—6月，该区新招商引资
签约项目18个，协议总投资134亿元。

今年来，高坪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出
征，亲自带队前往北上广深、成渝等地登门招商和
开展投资促进活动，先后参加省市区各类平台活
动10余场次，先后拜访考察了北师大、恒大、碧桂
园、富安娜、韵达、上海易商等 20余家单位，先后
接洽了华润、万达、华南文旅、曲江文旅、铜锣湾等
50余批次客商。与此同时，各个部门联动，全线出
击，该区各责任单位主动扛责、尽锐出战，小分队
外出招商考察102人次，先后拜访了深圳盐田港、
顺丰、太平洋保险等84家企业，与上海明泉、深圳
恩歌源、山东新美达等20余家企业初步达成了合
作意向。

经过高坪区上下共同努力，招商引资平台
活动连战连捷：今年以来，组织参加南充市 2021

“开放年”（西安）投资推介会、陕西南充商会成
立大会、东莞南充商会成立大会等各类平台活
动 10 余次；先后成功举办“南充市高坪区与三
环集团临江新区百亿电子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南充市高坪区 2021‘开放年’（成都）投资推介
会暨成都高坪商会成立大会”，成功签约投资
100 亿元的三环 13 期项目，对六大新城建设及
片区开发进行了专场推介，重点包装推介项目
10 个、总投资达 1065 亿元，吸引了一大批客商
关注高坪。

自贡自流井区
构建“五社联动”治理体系

四川经济日报自贡讯 （尚永高 记者 陈
家明）今年以来，自贡市自流井区推出社区—社
工—社会组织—社区企业—社区基金“五社联
动”治理体系，有效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

该区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建设，进一步整合
党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以社区党组织为

“轴”，以“党建+”为纽带，辐射建立起集公益服
务、互助共享、文体娱乐、平安治理、创业发展等
5 大功能的“五位一体”新型社区服务基本单
元，推动“党建网”和“治理网”双网融合。

同时，创建社工三级服务体系，构建“1+8”
（1个中心，8个镇街）社工人才培育基本信息功
能库，推动社工站全域覆盖。免费为在库人员提
供社工职业资格考试政策咨询、考前培训、就业
信息推介等服务，对取得资格证的村（社区）干
部，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和月补贴。

2018年，自流井区投入1400余万元建成专
业化区级社会组织孵化园，目前孵化园已孵化培
育社会组织37个，社区社会组织139个，主要承
担特殊人群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孵化、矛盾纠纷
化解、心理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治理职能，初步
拉起了多元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系“骨架”。

自流井区进一步整合资源，探索开展物业
管理、家政服务、养老托幼等业务，补充完善社
区企业发展全链条服务机制，推动社区经济品
牌化打造，全面实现从资源运营到产业发展，经
济主体到治理主体，单向推动到闭环融合的三
维拓展，实现服务民生“神经末梢”，创造治理经
济效益“两手抓、两手硬”。该区以点带面，已成
立社区企业 9 家，预计实现运营收入 200 余万
元，盈利 60万元以上，推动社区治理向改革要
红利，向管理要效益的目标。

自流井区通过搭建多元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平台，培育发展社区基金，构建起以社区企业反
哺社区基金为主，社会募集、慈善组织、政府资金
扶持等为辅的多元化社区基金筹措机制。目前，
该区已募集社区基金30万元以上，有效解决社区
环境治理、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等民生问题32件。

四川出台双方案 保障汛期环境安全

理塘县:草原美景“醉”游客

壤塘县举办2021年村（社区）
“两委”干部培训

四川经济日报阿坝讯 （尼玛初 刘彦岚 记
者 庄媛）7月11日到13日，壤塘县举办了2021年
村（社区）“两委”干部培训。

在为期三天的培训中，150 余名参训人员
先后前往吾伊乡、石里乡、蒲西乡、宗科乡等地
现场观摩。“早就听说加斯满村的油菜种得很
好，趁着县里办培训班来这里取经，把他们先
进的经验带回村里，力争让我们村的油菜产业
再上一个台阶。”观摩现场，蒲西乡伊里村支部
书记吉里详细地询问着加斯满村油菜种植的
细节。

为让培训落到实处，壤塘县对此次观摩点位
的设置极为用心，从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种植养殖合作社到新农村建设、基层治
理、乡村振兴示范点、红色教育基地因有尽有，力
争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
态振兴面面俱到，让参训人员能够汲取更多的先
进经验，助力该村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

培训中，该县通过观摩与上课相结合的方式，
安排部署了“十四五”期间各项工作，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该县还为参训人员安排了坝坝电影、上党课、
乡镇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展演等活动，使整个
培训生动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