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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人”为中国制造注入活力
——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上的专精特新企业观察

上证指数：3108.91点 0.27% 成交2699亿元
深证成指：11114.43点 0.84% 成交3684亿元

创业板指：2319.42点 0.52% 成交1128亿元
沪深300：3869.34点 0.88% 成交1611亿元

100美元 697.98人民币
100欧元 689.76人民币

100日元 4.8812人民币
100港元 88.917人民币

□ 数读财经 9 月 22 日 □ 9 月 22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记者从人民银行上海总

部获悉，今年以来，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扎实推动专项

再贷款政策落实落细，指导辖内金融机构积极运用碳

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交

通物流等专项再贷款资金，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稳

链保链等重点领域和与核心环节“充电”“加油”，有力

支持上海经济加快恢复和重振。

据悉，为用好专项再贷款，人民银行开展一系列

推进活动，主要包括：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提高银企

对接效率；深入调研摸排需求，提升融资对接精准度；

加大政策宣传，扩大政策知晓度。

据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介绍，围绕专项再贷款运

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与上海市有关委办局建立对

接联系机制，共同推动银企对接，及时疏通政策堵

点。与市交通委联合举办“沪”企保通——上海交通

物流专项再贷款政银企对接会，现场推动有关银行

与 60余户企业和货车司机达成意向授信金额 11.6亿

元；联合市科委指导发布“高企贷 2.0”服务方案，推动

科技创新再贷款运用。加强与市经信委的沟通协

作，推动 2021年上海“专精特新”企业名单及时录入

工信部产融合作平台数据库，确保科技创新再贷款

支持尽快落地。

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动辖内金融机构用好专项再

贷款。以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为例，中国银行上海市

分行联合上海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行业

协会及各区政府举办超过20场宣讲会，重点宣传科技

创新再贷款政策及科技企业金融服务产品，参与企业

超 1000家，并通过成立科技金融专家顾问委员会、加

快科创中心服务体系建设、推行名单式服务等举措，

提升科创金融服务能力和覆盖面。上半年，该行新增

科技企业贷款近百亿元，同比增长35.3%。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曹路消

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位于金海路靠近凌

空北路曹路消防救援站对面，一大型泥

浆罐车右后轮胎有冒烟起火现象。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第一时

间开展现场侦察，彼时车辆右后轮胎已

起火。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展灭火冷

却，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让出两条车

道方便其他车辆通过，防止金海路拥堵

加剧，最终保护了车辆的整体完好性。

火情通报

8月警情通报
8月，浦东消防支队各消防救援站

共接出警 1503起；其中火警出动 474
次；抢险救援出动696次；社会救助出

动329次；其他虚假警接警出动4次。

10月警情预判
据过去三年数据显示，2022年10月

浦东新区预计火警383起、抢险救援494
起、社会救助288起，其中案发率最高的

场景是居民类火灾，案发数为169起；其

次为露天堆垛火灾，案发数为60起；另

外为交通工具火灾，案发数为57起。

浦东消防 FEATURE“难忘群众肯定的目光”
——记周渡消防救援站特勤一班班长高宇恒

■本报记者 张敏

高宇恒，现任浦东新区周渡消防救援

站特勤一班班长，三级消防士消防救援

衔。虽然年轻，但身为党员的他已经是应

急救援的一名“老手”，曾参与处置各类灭

火救援战斗上千次，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

嘉奖3次、优秀消防员3次，2021年荣获应

急管理部“训练标兵”。

手术室里的“主刀医生”

近日，周渡消防救援站突然接到警

情。东方医院南院急诊抢救室紧急求助：

一名男性伤者的身体不慎被一根一米多

长的钢筋贯穿，想要手术就必须先将钢筋

截断，于是紧急求助消防。高宇恒和队员

们到场做好防护后，立即会同医生研究处

置措施。

经过再三考量，高宇恒决定利用角磨

机对钢筋进行切割，并使用生理盐水、点滴

管等方法对受伤人员进行降温保护。为了

保证角磨机始终保持在同一切割位置，过

程中高宇恒必须保持一个动作不能偏，才

能做到精准、无偏差。经过 10分钟的救

援，裸露的钢筋终于顺利切除，为急诊室医

生的后续治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救援

及时，伤者情况基本稳定，无生命危险。

“救人上瘾”的高班长

2022年初，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指

导的全景沉浸式消防体验真人秀《一往无

前的蓝》在周渡消防救援站开拍，高宇恒

作为周渡站业务能手，承担起了当明星

“新消防员”的班长这个任务。

在节目拍摄过程中，高宇恒始终坚持

以实战为导向，尽可能模拟出真实的环

境，让“新消防员”切实体会到了消防救援

工作的不易。严格的训练，一度让明星

“新消防员”感到难以坚持，但是高宇恒告

诉他们，练好了救援技能后，每拯救一个

老百姓，心里得到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事

情都替代不了的，这种感觉是会上瘾的。

阻击疫情的守“沪”者

2022 年 4 月，高宇恒和队员们脱下

“火焰蓝”，化身“防疫白”，走上抗“疫”第

一线。他们有的开展方舱驻守、灭火救

援，有的负责物资转运、防疫消杀，所有的

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抗击疫情、

守“沪”平安。

期间，周渡站消杀分队迅速集结 27
名消防员，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每

天定时对各小区、主干道的垃圾桶及容

易滋生病菌的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工

作。

每次出任务，担任第二小组小组长的

高宇恒都会对他所带领的队员们提出同

一个要求“消杀要彻底，不要嫌累，不放过

一处死角，不给群众留一处隐患”。

高宇恒说：“人民群众肯定的目光，就

是消防这个职业的意义。” 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浦东新

区消防救援支队在对辖区仓库厂房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时发现，一耐火材料公

司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该单位建筑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有

3幢厂房对外出租，从事仓储生产。检查人

员进入一处300多平方米的存储区域，这

里未按要求设置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

目前，该企业已被列为市级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预计10月底整改完毕。

厂房消防设施严重缺失
一企业被列为市级重大火灾隐患

泥浆罐车轮胎起火
消防人员紧急扑救

▲台风“梅花”期间，消防

救援人员处置被风吹落的热水

器。

◀消防救援人员处置倒伏

树木。 □浦东消防支队 供图

■本报记者 张敏

台风“梅花”过境申城期间，浦东新区

消防救援支队全体人员闻警即动，连夜奔

走在各个抗台防汛现场，保护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据统计，9月14日18时至次日8时，浦

东支队共接警 131起，涉及台风类警情共

102起，其中高空排险 58起、抽水类 16起、

清除障碍物27起，水管爆裂1起。

9月 15日凌晨，川沙消防救援站接到

报警，一居民吊顶顶棚铆钉脱落，消防人员

到场后，因楼顶风力较大，现场人员低姿背

靠墙体准备绳索保护及所需装备，随后利

用挠钩将脱落部分拉回并用绳索加固。

没过多久，居民报警称小区内供水主干

线被台风吹落的重物砸中爆裂，道路积水严

重，现场人员排查损坏原因及地下开关，协

助小区物业进行紧急关阀，并清理余水。

稍作休息，又接报警称一小区19层楼

顶太阳能热水器悬空有掉落风险，到达现

场后，3名救援人员登上屋顶，破拆太阳能

热水器已破碎损坏部位，随后将半悬空的

太阳能热水器搬运至安全地点。

9月 15日 7时 09分，浦东新区消防救

援支队潍坊前置点接警，位于潍坊二村 6
楼外部两个雨棚已经基本脱落，摇摇欲

坠。正值上班高峰，楼下还停放着多辆机

动车，现场情况十分危险。消防救援人员

到场后，在做好个人防护条件下使用绳索

将雨棚固定，再用挠钩将连接处破坏，将雨

棚取至屋内。

同日，书院消防救援站接警，位于浦东

新区书院镇万松路定武路路口处出现输电

设备险情，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处

置。到场后发现，路边一颗大树被台风吹

倒，压到了旁边的输电设备，引起输电设备

损坏，随时有漏电危险。消防救援人员使

用机动链锯、抛绳等装备对倾倒的大树进

行了切割和牵引扶正，成功处置了该事故，

及时恢复了设备的正常运行，消除了安全

隐患。

浦东消防迎战台风“梅花”
处置台风类警情102起

■新华社记者 吴慧珺 胡锐

薄如蝉翼的高精度铜箔、应用于

新型显示产业的高端材料、能检测物

料成分的激光成分分析仪……在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一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带来了自己的“黑科

技”、新产品，为制造业发展增添了新

活力与新动能。

走进本届大会展馆合肥滨湖国际

会展中心，数万平方米的空间里科技

感十足。在铜陵市华创新材料有限公

司展台，一卷卷轻薄闪亮、滑若丝绸的

铜箔吸引许多人围观。“没想到厚重的

金属铜也能加工到比头发丝还细、比

纸还薄。”一名参观者竖起大拇指说，

真是了不起！

“铜箔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

池所需的重要材料。”展台工作人员徐

一帆说，该公司致力于高端材料研发

生产，订单增长稳定，2021年被认定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生力军，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在安徽禾臣新材料有限公司展

台，几块圆圆的黑色垫子引起了大家

的注意。“这是吸附垫和抛光软垫，别

看它们黑乎乎的，却是新型显示产业

链上的必需品。”展台工作人员许成拿

起垫子向记者介绍，这些产品过去主

要依赖进口，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打

破了技术垄断，目前企业生产的吸附

垫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位居前列，

公司也于 2021年成为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所处的

“赛道”千差万别，成长路径也不尽相

同，但灵魂都在于创新。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副主

任罗俊章介绍，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已

经成为衡量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

指标。目前，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共设立国家级研发中心600多个，总

计持有发明专利14万余项，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优良的产业生态既离不开大企业

的龙头带动，也离不开中小企业的配

套支撑。本届大会上，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合肥金星智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带来几台激光成分分析仪，圆

润流畅的外形吸引了许多观众的目

光。“这些机器不仅‘颜值’高，‘智商’

更高。”该公司工作人员柳文翔说，激

光成分分析仪能快速检测物料的成

分，无需采样、制样，检验结果也能同

步到数据平台。目前，这些仪器已经

广泛应用于有色、钢铁、电力等领域

的大型企业，助力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建设。

从普通的中小企业成长为“小巨

人”，需要多方共同浇灌、培育。大会上，

安徽省天助纺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展示的涤棉分离技术令人印象深

刻。它能将废旧衣物、边角料中的纤维

素提取出来，重新制成吸音板、湿巾等，

减少了纺织行业污染和浪费。

“在我们一步步成长为‘小巨人’

的过程中，离不开贷款贴息、产学研合

作、知识产权保护等惠企政策的支

持。”该公司销售经理钱永景说，今后

公司将继续加强科研创新，争取成为

拥有“独门绝技”的单项冠军。

（新华社合肥9月22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梦阳 王卓伦

受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等多重因

素影响，近期中东地区多国货币持续

大幅贬值，通胀率不断飙升，对国民经

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冲击。

20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约

为 18.31比 1，与一年前相比贬值超过

50%，较今年年初下跌超过35%。

黎巴嫩自1997年起实行黎镑与美

元挂钩的固定汇率政策，官方汇率一

直保持在约 1500 比 1，但黑市汇率近

来不断下跌，19 日跌至 39000 比 1 左

右，再创历史新低。

同一天，叙利亚央行将叙利亚镑

对美元官方汇率从 2814 比 1 调整为

3015 比 1，当地黑市汇率则已达到

4400比1。
即使在本币相对坚挺的埃及，过

去半年来埃镑对美元汇率也下跌超过

20%。

在本币大幅贬值的同时，中东多

国通胀率持续飙升。土耳其统计局数

据显示，该国 8 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80.21%，创 24 年新

高。突尼斯通胀率连续11个月上升，8

月达 8.6%，为 30年来最高水平。以色

列今年 7月的年化通胀率升至 5.2%，

为2008年10月以来最高。

美联储近来不断加息是许多中东

国家货币持续贬值、通胀攀升的直接原

因。此外，一些国家自身经济结构脆

弱，或者连年战乱政局不稳，导致经济

增长乏力，更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

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对中东地区

普通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冲击。新学年

开学之际，为孩子添置文具这一开支

曾经微不足道，现在却让土耳其家长

深感压力。一名两个孩子的母亲说：

“所有东西的价格都翻了一番，所以我

们只买必需品。”

今年7月宰牲节期间，突尼斯不少

家庭不得不选择与亲友“拼团”买羊勉

强过节。埃及开罗一家宠物用品店老

板表示，存货恐怕将越来越少，因为店

里许多商品都是进口的，随着埃镑贬

值，高昂的成本令人难以承受。

牛津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主

管斯特恩表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处于

经济危机的临界点，“美元如果进一步

升值，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 （新华社开罗9月22日电）

美国加息致中东多国货币贬值、通胀高企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指导
辖内金融机构用好专项再贷款

为重点领域行业企业“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