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ge9  Sunday May 08  2022  二○二二年五月八日（星期日）

宿務電力公司與工會簽署集體談判協議
本報訊：宿務最大的電力分銷商米沙鄢

電力公司(Veco)的管理層及其員工工會簽署了

一份為期5年的集體談判協議(CBA)，這標誌

著這裡的勞動力部門具有里程碑意義。

管理層代表、工程師馬克·安東尼·金迪卡

表示，2022-2026年CBA的談判是迄今為止公

司經歷過的最和平、最和諧的談判。

他週六在聲明中說：「這對米沙鄢電力

公司來說是一個里程碑，但在加強與米沙鄢

電力公司工會（VECEU）的關係方面，我們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

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VECEU總裁阿內爾·

扎潘塔對公用事業管理團隊考慮工會的擔憂

表示感謝。扎潘塔說：「15年來，CBA的談

判第一次變得容易了。這也是我們在不到一

個月的時間裡第一次簽下兩份CBA。我們希

望這種和諧的關係能夠繼續下去。管理層和

勞動者應該是串聯的。」

在之前的CBA已經到期後，VECEU應

該在2017年與米沙鄢電力公司管理層簽署

CBA。然而，2017年CBA的談判以失敗告

終，因為工會和管理層未能就一些問題達成

一致，包括應為普通員工實施的年度全面加

薪金額。直到今年4月，工會和管理層才簽

署了2017年CBA。談判和當前的CBA緊隨其

後。米沙鄢電力公司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工程

師勞爾·盧塞羅感謝工會和管理小組最終解決

了CBA的擔憂。

盧塞羅說：「隨著CBA的簽署，我們期

待著多年的工業和平。希望這是管理層和員

工工會之間建立真正信任關係的開始。」

所有Veco普通員工將獲得相當于其一個

月工資的簽約獎金，而機密員工和主管將獲

得相當于其一個月工資的忠誠獎金。

米沙鄢電力公司是國內第二大電力公

司，由阿沃伊蒂斯電力公司和Vivant公司

擁有和管理。它服務于宿務、曼達維、塔

利賽、納加等城市以及宿務地區的Liloan、

Consolacion、Minglanilla和San Fernando四個城

市。

美加廣場向強大的母親們致敬！
本市訊：在今年的母親節，美加廣場

（Lucky Chinatown）通過一系列令人興奮的

活動和驚喜來慶祝人們生活中最強大的女

性。從新鮮的鮮花和精心策劃的購物選擇，

到購物、餐飲和護理等各種的暖心優惠，所

有的媽媽和母親在她們特別的日子裡肯定會

感到格外自我自信及特殊。

慶祝活動從DTI Rizal展會開始，這裡有

各種各樣的禮物供媽媽們選擇，這些禮物都

是由來自黎剎省的中小微企業自豪地用愛製

作的。展會在美加廣場中庭對所有客人開

放，直至5月8日上午10點至晚上9點。

美加廣場的合作餐廳也為所有的媽媽們

提供了5月8日特別優惠和代金券。

#PowerfulMoms還將由金華國樂團（Kim 

Hwa Chinese Ensemble）演奏一整天曲樂，

Johnson Chua先生還將免費提供風水育兒提

示。屆時還會有麥當勞家庭玩樂日，為全家

設計遊戲和獎金，以及做漢堡活動。

美加廣場也提供了許多慶祝母親節的餐

飲選擇，包括御膳坊（King Chef）、 蘭州拉

麵（San Gou La Mien）、士林（Shi Lin），五

芳齋（Sincerity），和新開的Popeyes等。

家庭也可以在美加廣場散步街享受獨

一無二的美食之旅。他們可以在Asian Street 

Kitchen品嚐到美食，也可以在嶸嶸小食館

（Wai Ying Fastfood）品嚐豐盛的小吃或正

餐，這裡有著名的新鮮點心、麵條和其他粵

菜。

至於現代的港式美食，小吃（Sio Cha）

有白切雞、脆皮燒肉和烤鴨、叉燒飯以及更

多的套餐選擇。想吃韓國菜的人可以選擇

Corndog 28的開胃和奶酪口味的小吃。還有

Bunsikjip Korean Street Food，提供韓式炒冬

粉、韓式紫菜飯卷、炸海苔卷、魚餅等。喜

歡日式料理的人可在JAP.Street找到正宗且實

惠的日式拉麵、壽司、章魚燒和日式餃子等

美食。

欲 了 解 更 多 信 息 及 餐 廳 預 訂 ， 請

致電美加廣場禮賓部( 02 ) 7576  8139。想

獲 得 最 新 消 息 ， 請 關 注 美 加 廣 場 的 臉 書

帳號@LuckyCh in a t own或ins t ag r am帳號 

@luckychinatown_。

天津加快籌備北方大數據交易中心
5月6日，天津濱海新區，一名參觀者在籌備中的北方大數據交易中心觀看數據大屏。該

項目於2021年11月得到天津市正式批復建設，中心建成後，面向京津冀和北方地區，構建跨
行業、跨區域的「數據匯津」流通交易生態系統，不僅可以面向各級政府、企事業單位提供
基礎信息產品，還將提供數據應用服務產品，進一步推動大數據與電信、金融、醫療、製造
業等領域的融合應用。          <中新社>

中國地方國企改革
三年行動主體任務

完成超過90%
新華社北京5月7日電 國務院國有企

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國資

委主任郝鵬7日說，通過持續攻堅，地方

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取得決定性進展，主體

任務完成進度超過90%，整體進入決戰決

勝、全面收官的關鍵階段。

他是在7日舉行的「地方國企改革三

年行動推進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國 企 改 革 是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重 要

組成部分。2020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

（2020-2022年）正式啟動。國資國企系

統以實施三年行動為契機，吹響了新一輪

改革的「衝鋒號」，通過加快深化改革，

讓企業機制活起來，讓佈局結構優起來，

讓發展動力強起來。

郝鵬說，在推進國企改革三年行動

中，各地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

導向，解決了一批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

決的問題，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剝離企

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全面掃

尾，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市

場化經營機制等改革重點領域取得實質性

突破。

據瞭解，目前地方一級企業及重要

子企業全面完成黨組織前置研究事項清單

制定工作，一級企業及各級子企業基本實

現董事會應建盡建；加快經理層任期制和

契約化管理，省級國資委監管企業各級子

企業經理層簽約率達到95%；全國省一級

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比例達到

98%。

根據相關安排，國企改革三年行動

主體任務將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各項任務

將在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前基本完成，今年

年底前實現全面高質量收官。

郝鵬表示，下一步國資國企系統要

保持戰略定力，敢于較真碰硬，強化全面

收官，突出抓好改革的質量效果，突出抓

好改革成果的制度化長效化，突出抓好典

型經驗的複製推廣。

近年來，改革向縱深推進為地方國

企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能。來自此次

會議的信息顯示，2021年，地方國資委監

管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83.7萬億元，營業

收入和淨利潤分別達到35.4萬億元、1.5萬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27.4%。

寧夏銀川：
推動「紫色產業」高質量發展

 打造「世界葡萄酒之都」

新華社銀川5月7日電 為進一步推動

寧夏賀蘭山東麓葡萄酒產業高質量發展，

加快建設寧夏國家葡萄及葡萄酒產業開放

發展綜合試驗區，銀川市日前出台葡萄酒

產業高質量發展實施意見，推動葡萄酒產

業從「種得好、釀得好」向「種得好、釀

得好、銷得好」轉變，致力將銀川打造成

中國葡萄酒產業高質量發展引領區和「世

界葡萄酒之都」。

根據規劃，到2025年，銀川市釀酒

葡萄基地總面積將達到40萬畝以上，葡

萄酒年產量達到1.3億瓶，酒莊年接待遊

客300萬人次以上，葡萄酒綜合產值500億

元以上，培育年銷售額5億元以上龍頭酒

莊（企業）、5000萬元以上骨幹酒莊（企

業）、2000萬元以上品牌酒莊（企業）總

數20家以上。

銀川市將實施「特色酒莊+全球營

銷」模式，支持酒莊（企業）依據不同消

費主體，建立多渠道、少環節、內外貿一

體的營銷網絡體系。對年銷售收入達到

2000萬元-5000萬元、5000萬元-1億元、1

億元（含）以上的企業，分層次給予財政

資金補貼支持。並對投資建設葡萄酒莊、

葡萄酒小鎮、紅酒街、酒莊民宿等酒莊文

旅融合項目，給予財政資金補貼支持。

銀川市還將加大種植師、釀酒師、

品酒師和產業工人等人才培訓力度。對酒

莊（企業）培養取得國家行業二級及以上

或同等資格認證的種植師、品酒師、釀酒

師給予獎勵。支持酒莊（企業）引進國內

外葡萄與葡萄酒技術團隊開展專業技術服

務、培訓、研發及成果示範推廣，按照有

關人才政策給予引進團隊補貼。

福建政策「組合拳」穩外資
 首季「開門紅」

中新社福州5月7日電　面對新冠肺炎

疫情的不利影響，福建今年引外資迎「開門

紅」。來自福建省商務廳的統計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度福建實際使用外資190.5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39.9%。

福建省商務廳一級巡視員陳安生7日向

中新社記者表示，穩外資相關政策措施已經

開始見效，百宏聚纖、天晴數碼等一批大項

目、好項目快速到資，推動福建省實際使用

外資增速在去年高基數的基礎上再創新高。

截至2021年底，福建共設立外商投資

企業6萬多家，累計實際使用外資1400多億

美元。其中，2020年，外資企業貢獻了福建

全省約三分之一進出口額和規模以上工業總

產值、約五分之一稅收、約十分之一城鎮就

業。福建省商務廳副廳長陳靖說，利用外資

對福建省經濟帶動作用十分明顯。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經濟下行壓力加

大、保護主義抬頭的影響，福建穩外資正面

臨壓力和挑戰。福建現從外資提質增效、強

化投資促進、優化投資環境、完善正向激勵

等方面，再度出台具體政策措施，加大對製

造業引資、世界500強企業、台灣百大企業等

項目支持力度。

今年以來，福建持續打出政策「組合

拳」，全力以赴穩外資。福建農林大學經濟

與管理學院戴永務教授認為，歷經40餘年的

發展，福建引外資更見精度、準度、開放

度。

除了強調擴大實際使用外資規模，福建

新出台的穩外資政策突出製造業和高技術產

業。福建將對新設（含增資）製造業外資項

目外方實際到資1000萬美元及以上，適當提

高支持比例；對認定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

確認為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將加大支持比

例。

從1992年落戶廈門火炬高新區至今，廈

門已成為ABB全球最重要的產業基地之一。

ABB電氣中國相關負責人說，ABB還將擴大

研發投入，並推廣數字化解決方案的應用，

助力廈門工業繼續向產業鏈高端發展。

福建第一批153家工業龍頭企業中有70

家是外資企業，占45.8%。戴永務認為，引

導和鼓勵外資更多投向製造業，將推進福建

省製造業強鏈、補鏈、延鏈，促進實體經濟

發展。穩外資，福建還要依靠「更大力度開

放」。福建將優化外商投資環境，落實好在

政府採購、招投標活動中平等對待內外資企

業；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履行向外國投資

者、外商投資企業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諾以及

依法訂立的各類合同，保障外商投資企業合

法權益。

同時，福建將持續提高資金使用便利

化，落實人民幣跨境使用便利化政策，簡化

資金結算流程，放寬對部分資本項目人民幣

收入使用限制，允許非投資性外商投資企

業，依法以資本金進行境內股權投資；推動

線上辦理資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等台資企業

資本項目管理便利化試點政策3.0版在全省

（不含廈門市）落地實施。

中國郵政快遞業逐步恢復 
攬收和投遞量均破3億件

中新社北京5月7日電　記者7日從中國國

家郵政局獲悉，隨著各地枇杷、荔枝、櫻桃

等應季水果陸續上市，在生鮮電商、網絡直

播、原產地直銷等模式的推動下，快遞業務

發展動能進一步釋放，郵政快遞業保通保暢

工作成效顯現。

目前郵政快遞行業運行呈現逐步恢復

態勢，攬投量均超過去年同期水平。數據顯

示，5月6日，全行業郵快件攬收量達到3.16億

件，較前一日上升2.9%；投遞量達到3.02億

件，較前一日上升0.3%。

今年2月底以來，中國疫情呈現點多、

面廣、頻發的特點，郵政快遞業正常運行經

受嚴峻考驗，部分環節出現堵點，郵快件攬

收量、投遞量有所下滑，上海、吉林等疫情

發生地區行業生產作業場所封停、從業人員

隔離、郵件快件積壓，服務網絡一度運行不

暢。

自4月10日起，國家郵政局啟動郵政快

遞業保通保暢工作。江蘇、山東、河北、福

建、浙江等地的攬收量和投遞量均有明顯上

漲。全國停運分撥中心和郵件快件積壓數均

大幅度下降，各地累計辦理郵政快遞車輛通

行證已超15.3萬張。

吉林省長春市自4月24日起，主要品牌快

遞分撥中心陸續復工，目前已全部恢復正常

運轉。山西省郵政快遞業已基本恢復常態化

運行。復工的同時，山西中通的從業人員按

照一天一核酸檢測、一天一抗原檢測的形式

交替進行不間斷檢測，所有快件實行「六面

消殺」。中國郵政全力保障貨運物流特別是

醫療防控物資、生活必需品、政府儲備物資

等民生物資、重要物資的運輸暢通。

廣東房地產開發貸款
重回增長通道

中新社廣州5月7日電　中國人民銀行廣

州分行7日上午召開新聞發佈會，人民銀行廣

州分行貨幣信貸管理處處長張皓介紹，2022

年一季度，廣東房地產開發貸款比年初增加

579億元（人民幣，下同），擺脫了上年三季

度以來的平緩狀態，重新進入了增長通道。

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廣東正

完善住房領域金融服務，保持房地產貸款平

穩投放，更好滿足居民合理的住房需求。

張皓表示，將「因城施策」切實落實

好差異化住房信貸政策，引導房地產業實現

良性循環。今年3月以來，全國已有100多個

城市的銀行自主下調房貸利率。目前，廣東

「非人口淨流入」城市房貸利率仍然較高，4

月，粵北五市（清遠、韶關、河源、梅州、

雲浮）部分銀行的首套房貸利率均已下調，

最高降了40個基點，接下來，要繼續引導銀

行切實降低需求端購房成本。

張皓稱，將繼續指導轄內銀行保持房地

產信貸投放平穩有序，防止大起大落；保持

個人住房貸款平均辦理週期在合理水平。

人行廣州分行積極推動「保交樓」政策

落實；指導轄內金融機構區分項目風險與企

業集團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