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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
谭谟晓）记者从银保监会获悉，
为规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发
展，细化《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
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银保监
会日前发布《组合类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实施细则》《债权投资计
划实施细则》和《股权投资计划
实施细则》等配套规则。

今年 3月，银保监会发布《保
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保险资管产品定位为私募产
品，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产品形式包括债权投资计划、股

权投资计划和组合类保险资管产
品等。

《组合类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实施细则》明确了产品投资范围，
组合类产品可以投资银行存款、
债券、股票、公募基金、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等。

《债权投资计划实施细
则》 统一了基础设施和非基础
设施类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的
资质条件及业务管理要求，明
确在还款保障措施完善的前提
下，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可
以使用不超过 40%的募集资金

用于补充融资主体营运资金，
满足更多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
业融资需求。

《股权投资计划实施细则》
要求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及时向投
资者披露信息，明确保险资金不
得通过股权投资计划对未上市企
业实施控制等。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6
月末，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余额
3.43 万亿元，其中组合类产品
1.98万亿元、债权投资计划 1.32
万亿元、股权投资计划 0.13万亿
元。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产品管理暂行办法》配套规则

在肇庆四会富仕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手把手带徒弟的陈万年，
就要在肇庆市技师学院老师的指导
下重新当学徒了。这位阻焊车间的
技术主管当的是中级电工新型学
徒。

陈万年说，公司的自动化设备
越来越多，对电工操作水平要求也
越来越高，知识不更新，很快就会被
淘汰。

富仕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发动
机线路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供
应欧洲客户。今年上半年，公司专
为呼吸机、测温仪等抗疫物资紧急
开发了配套的线路板。

富仕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范永梅
说，今年以来，随着销售订单增加，
企业新招了 200多位员工，比去年
招的还多。企业现在特别需要高素
质的技术人才，“新型学徒班”帮了
大忙。

肇庆市技师学院培训鉴定中心
主任黄道崇说，这种“新型学徒班”
是为企业量身订制的培训课程，教
师要下到企业去讲课。肇庆的制造
业企业正值转型升级期，与学院达
成培训协议的企业有10多家，目前
正进入开课期。

据肇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局介绍，参加新型学徒制技能培训
并考核合格的企业，可以申请每人
每年 4000元至 8500元不等的培训
补贴；参加企业职工适岗培训的，每
人每年可按最高 1000元的标准申
请补贴。

这是做强“广东技工·肇庆
工匠”工程的重要一环。肇庆市
今年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提取 2.38
亿元，大规模开展企业职工培
训，提升技能水平。目前，全市
420多家企业参加适岗培训，人数
达到 68000 多人，企业新型学徒
已备案255人。

同时，肇庆市还加强了对农村
技术人才的培养，把职业技能培训
和农业特色产业专项能力培训送教
进村。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街道江美村
的黄博红，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去年，经过一个多月的农村电商培
训，她拿到了“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被南街街道聘为江美村电商公益岗
位工作人员，成为电商扶贫创业点
合伙人。

除了电商公益岗位每月 1550
元工资，黄博红还能拿到 960多元
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加上电商经营
收入每月有1000多元，她的收入比
以前多了一倍。

今年 1 至 8 月，肇庆市共对
4800多名贫困人员实施了技能培
训。目前，全市 21800多名有就业
意愿的贫困人员已全部就业。

肇庆正依托全市 83个省级以
上培训平台，开展“粤菜师傅·肇庆
名厨”“广东技工·肇庆工匠”“南粤
家政·肇庆管家”职业技能培训。今
年1至8月，全市城镇新增就业2.93
万人，完成年度任务的73%。

（新华社广州9月13日电）

广东肇庆：

“金饭碗”端在技术工匠手里
新华社记者 壮锦

“夏牛乔”，这是一个苹果的品
牌，取自夏娃、牛顿、乔布斯的首字组
合。当一家深圳设计公司把“三个苹
果改变世界”的故事赋予这款农产品
后，包装精美的苹果成为市场上的抢
手货。

“夏牛乔”包装盒如今作为 2017
红点奖、2018iF设计奖获奖作品，陈
列在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展厅里。易
萍是“夏牛乔”的作者，2016年，她从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随后南下就
职于深圳市一家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深圳为文化创意产品走向国际
市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大
量国内外人才在这里聚集促进了文
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易萍说。

深圳是中国三大印刷基地之一，
尤其擅长高端印刷。“深圳的产业链
非常好，比如印刷产业给平面设计带
来了很好的支撑。这里市场需求旺
盛，带给设计行业、设计师一个非常
好的生存环境。”深圳市平面设计协

会学术委员毕学锋说。
2008年，深圳获得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称号，明确了
“以设计推动制造型经济向创意服务
型经济转变”的战略发展目标。一大
批产品荣获国内外顶尖工业设计奖
项。

服装行业一度是深圳的支柱产
业之一，如今是深圳的特色优势行
业。40年前，深圳女工踩着缝纫机为
全世界贴牌代工生产各类服装成衣，
如今，深圳已有2500多家品牌服装企
业，2019年深圳服装行业实现销售总
额2600多亿元。

今年 8 月 30 日，为期 16 天的
“2020深圳设计周”圆满收官。来自
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3家设计机构、
800名设计师以及数百万网友在“云”
上体验了“深圳设计”的魅力。

“深圳必须走自己的品牌发展之
路，必须要有自己的设计创意，要有
知识产权和高附加值。”深圳市服装

行业协会荣誉会长沈永芳说，从20世
纪90年代开始，深圳服装产业开始打
造“五名工程”，即名牌、名企、名师、
名店、名模。

“文化是设计的基础，市场是设
计的归宿。”深圳创新创意设计发展
办公室主任韩望喜说，“深圳设计”的
特点是面向市场、产业结合度比较
高，工业设计、工业生产与知识创新
齐头并进。“深圳设计”与工业、服装、
珠宝、家具等产业同步发展、相辅相
成，具有很强的产业基础，吸引众多
国内外人才和资金进入。

40年来，“深圳制造”同样正在向
“深圳创造”转变。

“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命
名为‘王朝’概念车。可以说，从我加
盟比亚迪以来，所有的设计元素，都
可以从这个模型找到。”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全球设计总监沃尔夫冈·艾
格说。

艾格每天身穿胸口印有“BYD

DESIGN”（比亚迪设计）的白色衬
衫。他亲手用油泥塑造的 SUV概念
车型“王朝”，如今摆放在被称为“黑
水晶”的比亚迪全球设计中心一楼展
厅。以此为蓝本，“汉”“唐”“宋”“秦”

“元”等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型逐渐
丰富，汽车前脸“龙颜”成为家族化车
系的统一设计语言。

“比亚迪的产品要从技术单轮驱
动转变为‘技术+设计’双轮驱动。”比
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
传福说。

9月 9日，深圳市工业文化发展
中心在深圳市工业展览馆挂牌。这
个中心将在工业博物收藏展示、工业
遗产活化利用、工业旅游业态融合、
企业展馆联盟建设等方面寻求创新
发展路径，以工业文化为纽带，促进
和引领深圳科技产业创新发展。

未来，“夏牛乔”在深圳市工业展
览馆的展位旁，必将新添很多“邻
居”。 （新华社深圳9月13日电）

从“世界工厂”到“设计之都”
——文化力赋能“深圳制造”

新华社记者 印朋

新华社合肥9月13日电（记者 林翔
姜刚）“逐个梳理问题河流存在的河长制
问题，督促整改销号”“推动河湖长制从

‘有名’向‘有实’转变”。合肥市日前发布
《合肥市问题河流河长制工作整治专项调
度方案》，明确提出压实各级河湖长职责，
强化河长制问题整治，建设“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

上述方案是以合肥市第 1号总河长
令的形式发布的。合肥市河长制办公室
副主任李劲松介绍，这是合肥市自 2017
年5月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首度以总河
长令的形式安排河长制工作。据介绍，总
河长令是上级河长对下级河长安排部署
工作的一种工作交办形式，是督促各级河
长履职尽责的重要手段。

根据方案安排，此次专项调度将重点
围绕集镇污水处理厂收集处理情况、入河
排口整治情况、河道岸线及河面管理、畜
禽养殖及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情况、县镇村
三级河湖长履职情况等 6个方面展开。
合肥市将逐个梳理问题河流存在的河长
制问题，对连续3个月市级河湖长制暗访
工作排名末位、国考断面连续3个月不达
标等市级河流流域内的县（市）区政府、开
发区管委会进行专项调度。调度形式包
括会议调度、现场调度、驻点调度等，原则
上集中驻点调度不超过15天。

近年来，合肥市大力实施水环境治理，
强化河长治河工作，实现全市水生态明显
改善。今年1月至7月，该市15个国考断面
有14个达标，与去年同期相比，南淝河由劣
V类好转为V类，十五里河由Ⅳ类好转为Ⅲ
类，丰乐河等河流总体水质保持优良。目
前，合肥市共设各级河湖长4100余名，各级
河湖长累计巡河巡湖已达50万人次。

合肥：开展问题河流河长制工作整治

压实各级河湖长职责

“这场‘战役’，摄影不仅以其直
击现实的独特力量参与其中，更以
其强烈深刻的生命体验，产生了巨
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近日，在中国文联召开的“摄影
小分队抗疫事迹报告会”上，小分队
成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深
情回忆起疫情期间赴湖北为援鄂医
务工作者拍摄肖像的难忘经历。今
年 2月 2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短
时间内组建小分队奔赴抗疫前线。
经过66天连续奋战，他们圆满完成
为 4.2万余名援鄂医务工作者拍摄
肖像的任务。

每一个面孔，都折射医者仁心；
每一个眼神，都闪耀人性光辉。4.2
万余张或微笑、或疲惫、或双眼含泪
的肖像照片，曾出现在展览、出版物
以及户外屏幕上，带给观众和读者
巨大的震撼。

“大家都强烈感到作为一名文
艺工作者急迫的历史担当，此时此
刻不去高效记录、不去详尽书写、不
去深情讴歌，就是最大的失职。”李
舸说。拍摄团队既不能影响病区的
正常救治和护理，也不能影响医护
人员的安全和休息，只能利用医疗
队员交班、进入缓冲区休息的短暂
片刻，拍摄时间通常只有他们摘下
口罩的几秒钟。

66个昼夜，始终有一股强大的
精神力量，催促小分队不停地奔走，
不停地发现，不停地定格那些或刚
毅从容、或痛苦煎熬，却一直顽强抗
争的生命。

通过和医务工作者的短暂交

流，小分队成员、《中国摄影报》
社副总编辑柴选发现，比起家人，
镜头前的医务人员更牵挂的还是正
在病房内与病毒搏斗的患者们。

“和他们一起战斗，更能体会到战
‘疫’者的丰富情感和英雄气质。”
柴选说。

为医疗队员拍摄之余，摄影师
们也把镜头对准了武汉本地的医务
工作者和普通人。“我们希望这些
画面让以后的人们直观地了解，在
这座城市里的人类是怎样与病毒战
斗的，这其中又展现出何种人性光
辉。”小分队成员、中国文联摄影
艺术中心网站编辑陈黎明说。

“为了确定拍摄时间和地点，我
一天最多打过50多个电话，重复同
样的内容，到了晚上，嗓子嘶哑得说
不出话来。”小分队成员、影像中国
网主编曹旭说，虽然很劳累，但收获
更多。“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唯一
见过所有援鄂医疗队员口罩背后样
子的人。”

自发赶来为医疗队员送行的康
复患者躲在角落里泣不成声，为居
民送物资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不
顾寒冷冲在一线，租车师傅不看证
件不要钱就让小分队成员把车开走
去工作……回忆起这些场景，小分
队成员们的泪水夺眶而出。

通过小小的镜头，拍摄者的心
与所有入镜对象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生命体
验，是一次触动心灵的精神洗礼。”
李舸道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4.2万余张援鄂医务工作者肖像照片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刘硕 施雨岑

新华社南昌9月13日电（记者
李美娟） 鼓励地方政府对企业
闲置和低效利用工业用地采取

“腾笼换鸟”、回收等方式保障
相关项目用地；推出融资服务

“白名单”，加大金融信贷支持
力度……为激发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活
力，着力培养“两业”融合发
展新业态、新模式，江西省日
前出台推动“两业”深度融合
发展的政策措施。

《江西省关于推动先进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
政策措施》强化“两业”融合的
要素保障。针对融合过程中的用
地需求，鼓励探索功能适度混合

的产业用地模式；资金支持方
面，在争取国家支持和省预算内
基建投资等专项资金安排方面予
以优先考虑，支持省发展升级引
导基金设立“两业”融合发展专
项子基金。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江西
省发改委会同金融监管部门、银
行机构推动设立了补短板促升级
稳投资专项贷款，首批融资总量
为2200亿元。此次“两业”融合
发展政策措施明确，将充分利用
补短板促升级稳投资专项贷款、
内部资金转移定价优惠、融资服
务“白名单”等措施，加大对

“两业”融合企业的信贷投放力
度。

江西省发改委产业协调处介
绍，江西将打造一批深度融合型
企业和平台，目前已确定了泰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企业和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等 9个区域为
首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
合发展试点单位。根据“两业”
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用 2年
时间，试点制造业企业要实现生
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增值服务比
重和水平显著提升，服务业企业
面向制造业的服务创新能力要增
强、服务方式要多元、带动效应
要明显，试点区域“两业”融合
的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市场监
管、统计监测等改革要取得重大
进展。

江西出台措施激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活力

江西南昌：网络安全 高手过招
9月13日，参赛战队在比赛中进行系统攻防对抗。
当日，江西省公安厅和工信厅联合主办的江西省第一届“赣网杯”网络安全大赛决赛在南昌举行。决赛采用攻防对抗赛制，入围的12支战队来自江西省各

重要行业领域，集中进行攻击与防守两方面能力比拼。 （新华社记者 周密 摄）

新疆伽师县：馕产业助力脱贫
9月12日，在伽师县馕文化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从馕坑中取出

烤馕。
喀什地区伽师县是新疆未摘帽国家级贫困县之一。近年来，当地政府

大力发展馕产业，助力当地居民稳定就业、脱贫增收。
目前，伽师县馕文化产业园已形成从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到技能培训、

扶贫就业的产业链，线上线下馕总销量日均可达30万个，已有1200名当地
居民在此就业，其中贫困户696人。 （新华社记者 马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