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首台130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煤油
补燃循环发动机试车成功

本报讯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获悉，由该院自主研制的首台

130吨级重复使用液氧煤油补燃循环发动机两次起动试车取得圆满

成功。

该型发动机是瞄准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打造的天地往

返动力装置，具有综合性能高、拓展能力强、可靠性高等特点，该发动

机将有力支撑我国重复使用航天运载器发展，满足我国空间站运营

等航天活动需求，提升我国大规模、低成本进出空间能力。

据悉，该型发动机部分零组件采用 3D打印、自动化焊接、智能装

配等新工艺技术，在重复使用大推力发动机高压补燃两次点火、连续

变推力等核心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央行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5000亿元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宣布，决定于 2022年 12月 5日降低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 5%存款准备金率

的金融机构）。此次降准共计释放长期资金约 5000亿元，下调后金

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 7.8%。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一方面为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落实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

施；另一方面可优化金融机构资金结构，增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

金来源，增强金融机构资金配置能力，支持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

中小微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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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对广东统计部门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

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在党

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广东统

计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会议强调，广东统计部门要深刻领悟精神实质，以

“五个牢牢把握”为重要指引，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关

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来。认真抓好学习宣传贯彻，要以读原著、学原文的学

习方法，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的作风态度，运

用好“五学联动”机制，党组成员先学一步，发挥好带头

示范学作用，各党支部全面学、系统学，党员干部自觉

学，有重点、分步骤、多层次开展学习，切实做到第一时

间学、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全面系统学习掌握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丰富内涵。

会议要求，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

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到广东统计工作各方面。要全

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

高质量做好统计数据生产，加强经济运行预测预警，认

真做好“三新一高”统计监测，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

职能作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统计智慧和力量。

田凯智

又讯 近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举办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宣讲团宣讲报告视频会。党的

二十大精神四川省委宣讲团成员、四川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李栓久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李栓久以“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为题，

从八个方面深入解读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理

论、新思想和新论断，重点阐释和讲解了“两个确

立”和“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十大意蕴和时代意义，以及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

意义和实践要求。同时，宣讲报告还紧密结合国家

调查工作实际提出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路

径和方法。

会议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四川国家调查队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在深入学习上下功夫，充

分发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领学促学作用，深入开展

集体学习研讨、“三级书记讲党课”、党员讲微党课、“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万户”“微调研”宣讲等活动，掀起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要在广泛宣传上下

功夫，依托各种宣传平台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及时宣传

各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举措、典型事例和

良好风貌等，并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握

正确导向。要在抓好落实上下功夫，要时刻保持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的奋斗姿态，努力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积

极投身统计现代化建设，奋力推进调查队伍自身的现代

化，扎实做好统计调查工作，有效提升调查数据质量，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坚实的统计调

查保障，确保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在系统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陈梅

广东省局深刻领悟助力统计发展
四川总队宣讲阐释提升学习质效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11月 27日发布数据显示，1-10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69768.2亿元，同比下降 3.0%（按可

比口径计算）。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2648.9 亿元，同比增长 1.1%；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0877.4 亿

元，下降 2.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6617.2 亿

元，下降 7.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9641.2亿元，下降 8.1%。

1-10月份，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 13943.0亿元，同比增长 60.4%；

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 51739.3 亿元，下降 13.4%；电力、热力、燃气及

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 4085.9亿元，增长 15.5%。

1-10月份，在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19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22个行业下降。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10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62.0%，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9.0%，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28.1%，汽车

制造业增长 0.8%，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0.3%，农副食品加工业下降

1.0%，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下降 2.9%，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下降 3.6%，通用设备制造业下降 4.4%，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下降 13.3%，纺织业下降 16.4%，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

降 20.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下降 70.9%，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下降 92.7%。

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11.78万亿元，同

比增长 7.6%；发生营业成本 94.84万亿元，增长 8.9%；营业收入利润

率为 6.24%，同比下降 0.68个百分点。

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 15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负债合计 87.57万亿元，增长 9.4%；所有者权益合计 66.58万亿

元，增长 8.5%；资产负债率为 56.8%，同比上升 0.2个百分点。

10 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 21.8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产成品存货 6.10万亿元，增长 12.6%。

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84元，同比增加 1.07元；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费用为 7.91元，同比

减少 0.50元。

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90.5
元，同比减少 1.8元；人均营业收入为 178.7万元，同比增加 14.8万元；

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 18.2天，同比增加 0.9天；应收账款平均回收

期为 54.6天，同比增加 3.1天。

1-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下降3.0%

最新发布

各月累计营业收入与利润总额同比增速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秋冬季节是“菜篮子”产品消费旺

季，当前我国果菜肉蛋等农产品生产情

况如何？有关部门将如何稳产保供、确

保百姓“菜篮子”拎得稳？记者近日就

上述话题进行采访。

小雪节气，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

高台镇，农民正在抓紧销售爱媛“果冻

橙”，再过一段时间，椪柑、耙耙柑等也

将陆续上市。

“虽然前期旱情有些影响，但农民

通过精心栽培，‘果冻橙’品质好、口感

甜，价格好。农民与合作社、公司合作，

柑橘的保鲜、分选、销售水平都有了显

著提升。”高台镇镇长徐俊说。

做好果菜肉蛋等农产品供给，关系

千家万户的餐桌和农民的收成。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

唐珂介绍，当前我国“菜篮子”产品生产

形势较好，供应总量充足，市场保持平

稳，可以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其中，蔬菜产量稳中有增，价格季

节性下跌。全国主要蔬菜品种长势正

常，面积产量均有所增加。11月上旬在

田 蔬 菜 面 积 9079.9 万 亩 、同 比 增 加

163.1万亩。第 46周（11月 14日至 11月

20日），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 28种蔬

菜周均价每公斤 4.21元，环比跌 3.2%。

水果产量处于高位，价格基本稳

定。前期水果价格连续 5个月下跌，近

期季节性上涨。第 46 周重点监测的 6
种水果周均价每公斤 6.72 元，环比涨

1.1%。

生猪产能处于合理水平，猪肉价

格企稳回落。今年 5 月至 7 月新生仔

猪数与去年同期基本相当，意味着 11
月到明年春节前生猪出栏量与上年同

期大体持平。第 46 周猪肉批发市场

周均价每公斤 33.47 元，环比跌 2.3%。

牛羊禽肉禽蛋生产形势较好，价格

基本稳定。前三季度全国牛肉、羊肉、

禽肉、禽蛋产量同比均有增长。近期主

产区养鸡场持续补栏，鸡蛋鸡肉供应形

势总体向好。此外，水产品产量增加，

价格稳定，同比持平。

进一步压紧压实“菜篮子”市长负

责制，保障冬春重点农产品生产供应，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各地继续加大对相关地区的

货源组织和调运力度，优化末端配送举

措，全力做好生活物资保障供应。一些

电商平台多措并举助力产销对接。拼

多多平台采取农产品零佣金、流量支持

等方式为农产品拓市场、找销路，“多多

买菜”开辟绿色物流通道，支持生鲜瓜

果及时出村进城。

唐珂表示，下一步将采取三方面

措施保障“菜篮子”：

——加强冬春生产供应。抓好南

菜北运基地建设和北方设施蔬菜生产，

提高大中城市周边蔬菜生产供应能

力。抓好肉蛋奶、水产品等重点产品生

产，扎实推进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合理引导出栏出塘。

——畅通生产流通。严格落实鲜

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畅通农业

生产资料、“菜篮子”产品、雏禽仔畜等

运输通道。建立产销对接应急机制，及

时组织行业协会、电商平台做好重点地

区、重点品种产销对接。

——压紧压实责任。印发“菜篮

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实施细则。督促各

地加强产品调运，做好耐储蔬菜、水果

及冷冻肉品、水产品储备，适时加大投

放力度。

确保“菜篮子”拎得稳
——我国加强重要农产品生产供应

泸州合江白沙长江大

桥自2019年底开工建设，预

计到 2023 年 5 月建成通车。

该桥是国家《长江经济带综

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确定

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

泸州市重大民生工程项目，

目前桥面钢箱梁吊装作业

正加速推进，至年底将成功

合龙。图为从高空俯瞰建

设中的四川省泸州市合江

县白沙长江大桥，尚余的 11

片桥面钢箱梁吊装作业即

将进入倒计时。

中新社供图

俯瞰建设中的
白沙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