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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落实疫情防控的“新十条”发布后，全
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持续释放经济加快恢复的
忙碌劲儿。正逢岁末，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好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上下功夫，让生产生活热起来，推动经济
进一步回稳向上。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是更好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显著的体现。随着
新冠病毒的致病力下降，医疗救治能力提升，我
国因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各地纷纷出台
政策举措，扎实有效推进复工复产。北京已取
消、调整和优化一百多条政策措施，重点行业企
业全面复工；重庆出台十六条涉及重点行业的
金融服务措施等，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不少城市
餐饮、电影院等线下场所陆续开放，线下商业人
气回升。各地各部门要乘势而上、攻坚克难，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努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
好转。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需要政策更精准发
力。复工复产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疫情防控、
安全生产、物流保障等多方面，需要各项政策协
调配合。既要做好“加法”，如有针对性地实施
财政贴息、就业扶持措施等；也要做好“减法”，
如适时进行房租减免、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准
入、审批、认证、监管等环节尽可能简化流程、提
供便利。要让政策跑在市场前面，及时把各项
惠企政策落实到位，增强企业推进复工复产的
信心和底气。

越是非常时期，越要真抓实干。各地各部
门和各级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
决策部署上来，敢担当，善作为，察实情，加强统
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
序稳定，扎实推进复工复产，让生产生活热起
来，拥有超大规模体量和市场的中国经济，就一
定能迎难而上，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新华社杭州 12 月 21 日电（记者李
平、夏宇）“202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
查推选结果 21 日在杭州举行的 2022 中
国幸福城市论坛上发布。成都、杭州等
10个省会及计划单列市，温州、台州等 11
个地级城市，太仓、瑞安等 10 个县级城
市，宁波市鄞州区、广州市天河区等城区
当选。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
动由《瞭望东方周刊》、瞭望智库共同主
办。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非凡十年
致敬奋斗”为主题，围绕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为主线，对中国城市的幸福感进行调
查，推介幸福城市建设与治理的实践经
验。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新的伟大奋
斗，必将创造新的伟业。”新华社副社长袁
炳忠在论坛上表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胜利必将属于那
些为人民福祉、为发展质量、为绿水青山、
为文化底蕴、为良政善治而不断奋斗的城
市。

2022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历时两个
月，经过大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
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环节的严格遴

选，成都、杭州、宁波、广州、南京、青岛、
沈阳、长沙、合肥、西宁被推选为“2022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省会及计划单列
市）；温州、台州、泰州、苏州、威海、湖州、
常州、无锡、攀枝花、阳江、营口被推选为

“202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地级市）；
江苏省太仓市、浙江省瑞安市、浙江省余
姚市、湖南省长沙县、浙江省慈溪市、浙
江省乐清市、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
河南省巩义市、江苏省邳州市、湖南省宁
乡市被推选为“2022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县级市）；宁波市鄞州区、广州市天
河区、杭州市富阳区、成都市龙泉驿区、

温州市鹿城区、杭州市拱墅区、成都市双
流区、绍兴市越城区、杭州市临安区、广
州市南沙区被推选为“2022 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区”。

鉴于杭州在数字经济方面的突出成
绩，组委会特别授予杭州“数字赋能标杆
城市”称号。

根据调查结果，江苏省太仓市、浙江
省瑞安市、杭州市余杭区、江苏省常熟市、
佛山市禅城区、绍兴市柯桥区、江苏省如
皋市、湖南省浏阳市、山东省荣成市、成都
市温江区、杭州市西湖区被推选为“2022
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区）”。

“202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结果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 21日表示，当前
要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
策。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
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金融体系流动性
合理充裕。

谈及当前要着重抓好的工作任
务时，人民银行表示，要加大稳健货
币政策实施力度，保持广义货币供应
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
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充分发挥货币
信贷政策工具功能，有力支持恢复和
扩大消费、重点基础设施和符合国家
发展规划重大项目建设。加大对民
营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进一步解决好
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三农”、科技创新、绿色
发展、普惠养老等领域支持力度。

在推动金融平稳健康运行方面，
人民银行表示，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房
地产行业重组并购，推动防范化解优
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头部房企资产
负债状况。推动长租房地产市场建
设，按照租购并举方向加快探索房地
产新发展模式。提升平台企业金融
活动常态化监管水平，引导平台企业
金融业务规范健康发展，支持平台企
业发挥场景、数据和技术优势，在推
动科技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扩大
国内需求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继
续压实各方责任，推动做好重点企业
集团、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化解工

作，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
记者了解到，12月 19日以来，人

民银行已通过 14天逆回购操作提供
跨年资金 3580亿元，及时满足市场需
求，维护年末流动性合理充裕。

人民银行强调，要高度重视做好
岁末年初各项工作。要发挥好设备更
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保交楼”贷款支
持计划等政策工具效能，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信贷投放，支持稳增长、稳就
业、稳物价，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要加强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业务
连续性保障，有针对性地加大支付清
算、现金供应、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等方
面的工作，切实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更
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合理金融需求。

做到更好统筹
扎实推进复工复产

央行：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

新华社太原12月21日电（记者
王劲玉）冬日寒风瑟瑟，位于山西省
晋中市的吉利远程新能源商用车集
团晋中基地内却暖意融融，汽车组装
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随着 500
台甲醇重卡于近日集中交付，这家新
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各项生产、制造正
回归正轨。“各项物料运输全部通畅，
人员返岗、交流正常进行，常态化疫
情保障物资供应充足，大家信心十
足。”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制造部
副部长李恒说。

在复工复产大潮中，甲醇及新能
源汽车制造企业在晋中市率先取得
了良好开局。得益于新能源汽车的
社会认可度提升，以及全产业链含

“绿”量不断提高，甲醇汽车制造以及
全产业链有序恢复生产，并为全市经
济复苏注入了“强心剂”。

“政府为我们在高速路口开通了
绿色通道，保障基地生产物料的持续

供应。现在防疫政策调整，我们的工
作重点回到了生产制造，组装车间内
工人们都是全员行动，一条生产线每
天可组装 10 辆重卡，生产效率达到
了最高。”李恒说。

复工复产，“绿”企先行。晋中市
把高附加值企业、战略新兴产业、低
耗能企业作为复工复产的主战场，在
保证民生供给的前提下，对重点产业
链进行扶持，给予企业真金白银支持
的同时，重点为企业“保通保畅”保驾
护航，新能源汽车制造、现代医药产
业、太阳能光伏制造等新兴行业经济
增长率走在前列。

“为有效保障企业复苏，我们对
接相关配套企业所在地对口部门，
帮助企业解决供应链面临的难题，
物流不畅就协调多方供应，人员无
法保障就协调相关企业进行调整，
物资不够就协调其他部门进行灵活
调配。目前，吉利晋中基地汽车产

能也由 10.5 万辆增加到 20 万辆，确
保企业全年可完成 200 亿元产值目
标。”晋中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陈玉斌说。

不仅生产端强劲复苏，使用端
也恢复到较高水平，产业链上下游
形成了协同效应。在位于晋中市榆
次区的山西晋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购置的甲醇重卡刚刚编组完毕，
准备进行物流运输。“甲醇重卡使用
成本更低，排放也更低，现在生产端
恢复正常，我们终端使用也没有后
顾之忧，正是一门心思发展的时
候。”山西晋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艳说。

“我们优先支持多条产业链快速
复苏，对链主企业达产给予奖励，产
业链上下游的创新、技改也有相应的
资金支持，复工复产的同时逐步引导
企业向绿色发展，用高质量发展稳住
地方经济大盘。”陈玉斌说。

复工复产“绿”企先行 小熊座流星雨光临地球

2022年流星雨落幕
据新华社天津12月21日电（记者周润健）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2022年最后一场流星雨——
小熊座流星雨将于本月 23日迎来极大，极大时
每小时天顶流量（ZHR）为 10，平均每 6 分钟一
滴“雨”。

这个流星雨因为辐射点接近小熊座的β 星
（我国古代称北极二或帝星）而得名。作为辐射
点赤纬最高的流星群，小熊座流星雨是一场每年
固定发生的小流星雨，同时作为辐射点最靠近北
天极的一场流星雨而广受资深爱好者瞩目。其
母体彗星 8p/塔特尔的公转周期约为 13.6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修
立鹏介绍，小熊座流星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
是活跃时间从每年 12月 17日至 12月 26日，持续
一周左右，但是绝大多数流量都集中在极大时的
窗口期附近，只有几个小时；二是流量不大，
ZHR为 10，偶尔可达 50左右；三是流星速度慢，
常有特别明亮的火流星出现；四是极大期处在冬
至节气前后，黑夜时间长，再加上辐射点的赤纬
很高，可观测时间长。

12 月 21 日，
市民在陕西省西
安市莲湖区一流
动发热诊疗车前
领取药品。

近日，陕西
西安、湖南长沙
等地将核酸采样
屋、便民服务亭
等改造为发热诊
疗站，为群众就
近 就 医 提 供 便
利。
新华社 发

“变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