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疫情形势下物流痛点、难点、堵点

山东港口让复工企业“货畅其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疫情防控期间，山东港口青岛港青港物流全力确保海铁联运安全高效运营，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刘 龙摄（中经视觉）

中化集团：

油不断供 店不打烊 物价不涨
本报记者 黄 鑫

穿越2000公里，一路风雪接力——

美的采购负压救护车抵武汉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冯 露

杭州市纺织印染企业有序复工

山东省港口集团针对受疫情影
响出现的物流“瓶颈”，在确保港口

“零疫情”的同时，急客户所急，办客
户所需，及时伸出援手帮助复工企业
打通疫情形势下的物流痛点、难点、
堵点，用硬核物流操作助力国民经济
平稳运行。

量身定制优化方案

“我们有42个耐火砖小柜要走海
运输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目前，由于
公路运载能力受限，急需通过铁路发
运。如果误期，可能造成500多万元
的损失！”近日，一家刚复工的河南企
业向山东港口青岛港紧急求援。青港
物流海铁联运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根据货物特性，从铁路运输到场站
装箱工艺为客户量身定制了完善的运
输方案，确保及时发运，给客户吃了一
颗“定心丸”。目前，该批货物已运到
海铁联运中心场区，正加班加点操作
货物倒箱，加紧完善出口信息，预计
20日装船发运。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与广大客户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他们主动对接市场，
通过密集的内陆港网络开展用户需
求调查，目前已调查 31家企业，梳
理了25项客户困难问题，制定落实
15项措施帮助客户解决最紧迫的问
题。2月份以来，青岛港完成海铁联
运箱量 6.8 万 TEU（标准集装箱单
位），同比增长26.7%，管内外40多
条班列线路昼夜畅通，多次创出昼
夜海铁联运操作箱量突破 1000 车
的高产纪录。

在山东港口集团日照港，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同样是重中之重。疫情发
生后，由于河南道路交通管制严格，日
照港的主要有色金属客户河南佰利联
公司汽运疏港困难，生产原材料钛铁
粉紧缺。日照港发挥豫北物流园作
用，克服作业人员紧张、铁路箱源紧
缺、装箱工艺复杂等困难，全力加快发
运。截至目前，已有两批共3600吨货
物发往佰利联所在的河南省焦作市，
解决了客户的燃眉之急。

及时满足客户需要

2月2日，滨州地区一家客户联系
到山东港口青岛港博兴内陆港，希望
把一批进口纸浆运往滨州内陆，但因
为空箱不足，面临困难。青港物流海
铁联运中心连夜协调，制定了运输方
案，以最快速度陆续将145个大柜紧
急运往该企业，确保了生产线正常
运转。

近期，青港物流组织大批疏港空
箱运输到内陆港堆存，既缓解了码头
堆存压力，又便于当地客户就地用
箱。有了空箱，有了铁路运力保障和
港口对接，复工企业心里也更有底
了。近期，甘肃兰州出口成品纸、山西
运城出口炭黑、新疆石河子出口化工
原料、河北邢台发往广东的挂面、湖北
武钢出口船用钢板、西宁PVC、河南
出口日韩的氢氧化铝、西安出口果汁

的客户企业纷纷提出需求，青岛港各
内陆港加班加点为客户制定运输方
案，全力保证复工企业物畅其流。

保障重点物资运输

防疫物资运输和生产生活原料
运输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
支撑。山东省港口集团坚持特事特
办，全力保障各地防疫和民生物资
运输。

2月13日，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
心接到临清客户电话，有两个大柜的
玉米饲料急需发往武汉养殖场。为确
保货物按时发运，青港物流紧急联系
铁路安排专门列车运输，并且从提取
空箱、仓库装货到装上火车等流程全
程跟踪，确保货物48小时后准时运抵
武汉。

自2月10日零点至今，山东港口
威海港一线出工900余人次，为威海

一热电、二热电及周边地区热电公司
接卸电煤7.4万吨，疏港超过5万吨，
填补每天1.5万吨用煤缺口，极大缓
解了威海及周边地区疫情期间供暖燃
煤供应压力。

山东港口烟台港及时掌握各地区
公路运输、疫情管控等政策信息，设立
煤电企业服务专员解决客户诉求，制
定专门方案保障靠泊、卸船、疏港“三
个优先”，积极采用铁路、水运等手段
保障煤炭运输和供给调运。截至目
前，已接卸电热煤191万吨。

在因疫情实施交通管制的情况
下，山东港口滨州港协调所在北海
新区交警等部门，为16家货主办理
进出港区通行车辆共计 530 辆。2
月11日，滨州港对山东淄矿煤炭有
限公司供应山东魏桥集团的散货煤
炭优先作业，保证了魏桥集团热电
厂不间断供热取暖和生产防疫用品
供应。

2月16日，由美的集团采购的40辆全
新负压救护车，在穿越2000公里风雪后，
从辽宁沈阳抵达湖北武汉。

这是美的集团驰援湖北省的一部分
物资。截至目前，这批车辆已有120辆陆
续抵达湖北，交付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武汉
市肺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等湖北117
家主要医院。余下20辆也将于22日前抵
达，投入战“疫”一线。

1月26日，在获悉负压救护车短缺后，
美的集团立即决定全力协助湖北采购80
台负压救护车，2月 12日又决定再追加
60台。

1月26日，接到负压救护车采购任务
后，一个包含美的集团高层、财务、法务、税
务等在内的“战疫突击队”迅速组建。然
而，去哪里找符合资质的负压救护车生产
商？为此，美的集团发动各种关系寻找购
买资源，同时上网搜索车企信息，36个小
时内打了上百个电话。消息不断扩散出
去，至1月 28日早上，终于锁定12家车
企。然而，由于负压救护车需要“定制化”
生产，即在成车基础上改装负压设备，交付
时间普遍反馈需要到3月初。

美的团队讨论后一致认为，疫情紧急，
“早一分钟到达，就能早一分钟救人！”于
是，美的团队与车企开始了锲而不舍的沟
通，有困难就解决，有问题就协商，将交付
时间一提再提，最终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
大力支持下，敲定首批交付时间为 2月
10日。

虽然正值春节假期，但从1月28日洽

谈需求再到向车企火速付款、确认订单，仅
仅用了24小时。1月29日晚上，这批订单
开始生产。

在华晨雷诺位于沈阳的工厂内，工人
们冒着-15℃严寒，在户外停车场调车，以
尽快将车辆运送到车间内改造。厦门金龙
陆续返岗300多名员工，加班加点，最终将
30天的改造工期压缩到15天以内。

负责运输这批车辆的13名司机，全部
由志愿者组成。在明知需要前往疫区“腹
地”、回家后要与家人隔离14天的情况下，
他们毅然报名。领队张春田更是在2月9
日刚刚将一批负压救护车运抵湖北黄冈。
家人朋友得知他将再次前往疫区都表示反
对，张春田却毫不动摇。自车队2月12日
早上从沈阳出发以来，美的集团抗“疫”物
资采购组时刻与车队保持沟通，全力提供
后勤保障。2月 14日，车队进入天津段
时，开始下大雪，路面结冰，天津高速公路
封闭。

美的集团立即联系工信部和包括湖北
交通厅在内的各地交通厅寻求支援。1小
时后，天津高速公路交警大队赶到，将车队
护送至河北，再由河北、河南、湖北交警一
路接力，直至护送车队安全抵达武汉。这
场爱心接力，也为抗“疫”前线的医院缓解
了压力。接受捐赠的金银潭医院急救站站
长李晓松说：“目前整个武汉市急缺负压救
护车，医院原来仅有2台负压救护车转运
重症确诊病人，不堪重负。美的集团捐赠
的这批负压救护车完全符合要求，正好派
上大用场！”

2月10日,广西田东县电商协会仓储
物流中心一派繁忙，包装工人们正忙着把
前段时间积压的西红柿、圣女果、辣椒等农
特产品打包、装运。记者见到工人们都戴
着口罩，熟练地将一件件包装好的农产品
码在大货车上。这些包装工人有的来自周
边的村屯，有的来自附近林逢镇盛林移民
安置小区的贫困户。

“我们每天都对包装仓库全面消毒，要
求进场工人必需测体温和戴口罩作业。过
年前在这里打包的贫困户有60人左右，这
几天正在陆续返岗，复工率已经超过
70%，现在还是缺包装工人！”负责仓库管
理的李师傅一边忙着打单、出单，一边对记
者说。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员、
物流受限，该县大部分果蔬在销售上都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以前年份好的时
候五六元一斤，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三
五角一斤都没老板来收，也不够支付采摘
的人工费。”面对滞销的辣椒，该县平马镇
东达村那马屯村民林福体无奈地表示。

“西红柿、圣女果、西葫芦的情况也差不多
一样。”

田东县是秋冬菜种植大县，仅西红柿、
圣女果种植面积就达2万多亩，年产量接
近10万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农产
品销售不畅等问题，田东县党政部门开展
专题调研，及时出台了疫情防控期间如何
恢复工业企业复工复产达产、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以及保障春耕生产等系列措施。

“受疫情影响,我们推迟到2月10日
才发货，目前后台已有近20万订单，计划

每天发圣女果约10万斤，辣椒5000斤。
目前，这些农产品大部分只能走电商销售
途径，我们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尽量减
少果菜农的损失。”该县千乡百味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经理蒙天庚说。

千乡百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电商销售
是该县在防疫过程中充分发挥电商助农增
收的一个缩影。为改变线下以老板收购为
主的传统销售模式，该县电商协会通过自
媒体、社交平台、电商平台等多渠道、多手
段宣传推广。仅为西红柿、圣女果专门设
计开发的专用包装就投入了20多万元。
疫情发生以来，电商从线上层面解决了西
红柿、圣女果销路问题，让本县果菜农种得
放心，卖得开心。

“今年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线上电商
销售辣椒、西葫芦等蔬菜规模，尽量帮助菜
农弥补疫情所造成的损失。”该县电商协会
会长陆教猛告诉记者。2月10日当天，该
县通过电商组织的援助武汉40吨西红柿
通过市县两级农业检测部门从田间采摘到
库存、装车发货等环节的严格检测，全部一
次过关。

从2月10日以来，面对不同程度滞销
的鸡鸭、百香果、大青枣等农产品，该县电
商协会在微信群上开展了接龙和比赛，各
摆渠道，几天时间就销售了近万只鸡、几
千斤百香果、大青枣……“随着快递物流
逐步恢复以及电商积极介入，田东县受疫
情影响导致的农产品销售难有望逐步得
到解决。”田东县农派三叔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负责人、百色市电商协会会长岑参
表示。

广西田东县：

电商发力化解农产品卖难
本报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陈自林 通讯员 苏一考

湖北作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
地区，时刻牵动着大家的心。中化湖
北石油虽身处疫情中心，却从未退缩。

油站其他员工因“封村、封路”无
法到站上班，中化湖北石油鄂州梧桐
湖加油站主管张雪枚就一人坚守多
日，测体温、加油、收银、安全巡检、消
毒……样样不落，确保油站正常运营。

除夕当天，中化湖北石油武汉军
山加油站经理陈和平和李朝辉、吴永
强、吴敏等员工把油站当成了自己的
家，坚守油站。

疫情发生以来，中化集团1400多
座加油站13000多人全天候奋战在
一线，确保疫情期间油不断供，店不打

烊，物价不涨。
在湖北，中化湖北石油270余名

员工奋战在27座加油站，保证各站正
常供应，支援抗“疫”公务用车，免费为
顾客提供预防中药，清洁消毒剂等。

此外，加油站还为运送防疫物资
和施工车辆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自1
月28日起，无偿送油10000升到火神
山医院建设工地，随时为工地各类车
辆、发电机、工程器械加注油品，助力
中国速度。

同时，中化湖北石油和当地商务
部门加强沟通，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稳
定当地油品市场，并在10座加油站免
费向客户派发一定量的口罩。每天通

过广播、视频、海报等形式对外宣传抗
“疫”信息。

不仅是油，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疫”中，中化集团齐心协力，全力以赴
保供应，支援防疫一线。

消毒液是预防新冠肺炎的必备物
资。作为重要化工生产企业，扬农集
团党委紧急调度仪征厂区，组织成立
抗击疫情党员先锋突击队，将次氯酸
钠生产设备满负荷运行，日产能提高
到200吨，全力保障防疫消毒物资向
市场供应，并承诺抗“疫”期间生产的
次氯酸钠一律不涨价。

中化长山党委主动与疫情防控指
挥部、医院等单位联系，第一时间将可

勾兑50吨消毒水的消毒剂送到一线。
春耕临近，为减少疫情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农业事业部党委通过加强
与中储智运合作，对发往湖北疫区的
农业生产资料提供100%物流保障，
全力支持疫区春耕；与扬农集团、合作
农机企业共同启动“保耕夺冠”公益项
目，采取“捐赠消毒液+组织农机喷
药+提供作业维保支持”方式，在湖北
6个县及其他地区乡村公共区域开展
集中消毒杀菌，为农耕生产创造条件。

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启
动以来，身处疫区的中化下属企业迅
速行动。中化湖北石油公司党支部，
紧急抽调党员职工组成支援工作小
组，第一时间将10000升柴油送往建
设工地，免费为现场工程车辆“加
油”。远东宏信党委组织下属宏发电
力、宏信工业武汉店职工，调集高空作
业设备、发电机组60余台，为火神山
医院、雷神山医院建设提供电力供应
保障，成为此次医院抢建提供高空设
备最早、最多的单位。

2月3日，我们物流公司收到一封
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谢信。信中
表示：“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苏
宁物流公司依然为疫区进行防控物资
的运输。司机令狐云骁师傅在运送过
程中，一路上顾不上吃饭，先后将物资
安全交给我院及其他定点医院。你们
也是疫情防控攻坚战中的‘逆行者’和

‘战斗者’。”
这封信让我非常感动。最近一段

时间，公司 28 万名员工协力同心，各
自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做
好对疫情防控一线的支援和终端零售
资源保障，这对全集团是非常大的鼓
舞，这就是苏宁精神的体现。

疫情期间，苏宁作为抗“疫”保供
的重点单位，第一时间成立了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全面围绕防疫与复工、供
应保障、公益支援等方面开展工作。
截至目前，苏宁在捐款捐物、免费服
务、抗“疫”支出等各方面累计总投入
超过10亿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活动
造成一定影响，一些行业、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面临诸多困难。企业一
方面要积极自救，要立足市场需求，保
障企业稳定经营；同时也要推动行业
协同，企业之间要加大开放力度，抱团
取暖，携手共渡难关。

其中，大企业要勇于担当，积极向
社会与行业输出资源及能力，通过高
效整合社会资源，助力经济生产尽快
恢复。目前，苏宁已经发布了“人才共
享计划”“品牌赢新计划”“苏宁拼购助

农 18 项举措”等，并通过科技办公系
统和服务资源的开放以及金融扶持等
措施，加大向社会输出资源，帮助中小
企业复工复产。

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商业机会看，
疫情之下，也催生了一批新模式、新业
态、新经济。比如，为了应对疫情人们
减少外出，居家时间更长，“宅经济”需
求激增，带火了远程办公、在线医疗、
在线教育、到家服务等细分产业。

在消费形式上，从苏宁相关业态
来看，苏宁小店、苏宁菜场以及家乐福
的“到家”业务春节期间整体表现出
众。得益于双线融合的智慧零售模式
与成熟的物流配送能力，线上苏宁超
市业务呈现翻倍增长，家乐福的“到
家”业务订单增长 300%,其中蔬菜订

单量同比增长达到600%，苏宁全场景
零售打造的“一小时生活圈”服务在疫
情时期订单量同样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线到家”模式将成为未来主流
消费形式，也将创造更大的需求和市
场空间。垂直领域的生活电商平台、
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形式将引领服务
行业新发展。过去几年来，伴随消费
升级，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消费
需求已为“宅经济”发展创造了合适的
商业环境，包括药物、生鲜、日用品在
内的多样化配送到家服务模式已经基
本成熟。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到家服
务模式需求在原有品类上的爆发和新
品类上的扩展。此外，对于配送模式
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无接触配送成为
刚需。

疫情之下催生的新业态实际上都
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这也充分显示
了国内消费市场蕴含的巨大潜力与创
新活力。零售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
将迎来一轮整合升级的契机。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企业要把握趋势，
主动创新，充满信心赢未来。

“在线到家”将成主流消费形式
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 张近东

2月20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永兴纺织印染厂员工忙生产赶订单。连日
来，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有序复工复产。截至目前，该镇已有
267家企业复工投入生产。 胡剑欢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