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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企业开展国
际贸易、开拓海外市场遇到困难和挑战。随
着疫情出现积极变化，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
进，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抓紧时机，快速修
复与全球市场间的产业链，呈现出积极发展
态势。

记者从中冶宝钢获悉，该公司“中冶重
机”品牌抱罐车喜获两份中标通知书。一是
首次中标塞尔维亚紫金波尔铜业采购项目，
成功进军欧洲，实现新突破；二是中标大韩
制钢采购项目。记者了解到，抱罐车具有自
行抱罐、背罐、运罐、倒渣、卸罐等一系列
功能，以其转弯半径小、灵活机动等特点广
泛应用于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冶炼渣处理工
艺中。以前，中国抱罐车市场基本被欧美等
发达国家垄断，中冶宝钢通过科技创新在抱
罐车等无轨化冶金大物流领域成功逆袭，屡
次实现技术突破，拥有60余项技术专利，并
获得“欧盟产品安全CE认证”。目前，我国
多家有色企业已经开始采用“中冶重机”品
牌产品替代欧美产品。近年来，中冶宝钢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巩固国内项目
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硕果累累。

2月21日，一艘巨轮从上海长兴岛码头
出发，载着每台上千吨重的4台岸桥设备前
往欧洲市场。这是2月10日复产后，振华
重工发往海外市场的首船项目。振华重工介
绍，这批发运设备均为“超级”岸桥，将分
两批次运抵荷兰和德国的港口。其中，荷兰
鹿特丹港项目为远程自动化岸桥，采用双小
车分离式上架结构，起升高度56米，为同
类型岸桥当中最高。德国汉堡港项目为双起
升双箱梁结构，整机重量2600吨左右，堪
称“超长超重量”级岸桥。“我们组织了一

支‘救火队’，为首船海外项目准备工作提
供保障。”记者从振华重工了解到，春节期
间，振华重工组织了专门的生产队伍，由春
节期间未曾离开上海长兴基地的以及隔离足
日的员工组成。振华重工电气工程师王剑表
示：“特殊时期，我们要严格遵守工厂的防
疫要求，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客户负
责。”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汽车行业

供应链还处于逐步恢复阶段，产能全面恢复
还需要时间。然而，海外市场需求不受疫情
影响，只要尽早恢复出口渠道，企业便能抓
住增长机遇，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最新数
据显示，上汽集团2月份发往沙特、埃及、
欧洲地区、南美地区等市场的名爵品牌汽车
已超过5000辆。根据计划，本月上汽还将
产品按计划陆续发往澳大利亚、菲律宾、欧
洲等国家和地区。疫情期间，为了保障节后

出口发运，上汽国际海外整车供应链部放弃
假期，通过语音会议将所有订单和船期进行
确认，同时联系上汽乘用车郑州基地、安吉
物流、船舶公司、相关政府部门和商会，摸
排风险，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行动计划。
上汽集团表示，面对疫情，上汽将在扎紧防
疫篱笆的同时，坚持国际化经营战略，保持
生产活力，提升经营质量，进一步在全球市
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抓紧时机 稳步推进

“修复产业链”，上海企业恢复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连日来，天津武清区高村镇北国之春农
业示范园里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有序进入
种植大棚护理秧苗。“为保证疫情期间蔬菜供
应，我们临时调整了种植计划，翻整105个大
棚，抢种叶类菜。眼前这批预计3月下旬就
能上市了。”北国之春农业示范园负责人张兵
介绍说。

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北国之春
农业示范园在2000亩土地上建有二代节能
温室496栋，分为瓜菜区、林果区、花卉区，年
产值达1400余万元，是京津冀地区的高质量
果蔬重要来源地和休闲观光胜地。

作为京津两地“菜篮子”，目前武清区高
村镇北国之春农业示范园的396个蔬菜大棚
陆续恢复生产种植。其中，105个大棚用来
抢茬种植叶类速生蔬菜，日产量可达1.5万
斤；30个大棚里已经培育了西兰花、洋白菜、
西红柿等秧苗550万株，直接种植秧苗可以
缩短蔬菜生产周期，加快蔬菜成熟上市。截
至2月20日，已向京津两地输送各类蔬菜
450吨，为园区及周边农户供应秧苗300余
万株。

“为企业服务、解决难题本来就是我们的
工作，我们义不容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最近我们还联系相关单位，为园区春耕备足
种子、化肥、农药、农膜等物资。”高村镇镇长
付海勇介绍说。

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武清区充分发挥农
业生产大区优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超

前动作，精心组织，扎实抓好春耕备耕、蔬菜
生产、畜禽养殖、农业企业复工复产等工作，
有效扩大“菜篮子”农产品供应保障，发挥“京
津鲜菜园”作用。

为了不误农时，天津武清区多措并举，积
极指导各镇村做好春耕备耕工作，切实做到
疫情防控和备耕生产“两手抓、两不误”。据
了解，今年武清春播任务共计53.4万亩，其
中春玉米播种面积24.9万亩、春麦1万亩、蔬
菜10.86万亩、棉花0.47万亩、鲜食玉米2.9
万亩、其他经济作物13.27万亩。

针对春播任务重、时间紧这一形势，天津
武清区全面落实农资信息调度机制，推动农
资生产企业、经销网点储备化肥2万吨、农药
1300吨、农膜70吨、各类籽种405吨，以满
足生产需求。同时，武清对全区39.3万亩冬
小麦及时查苗情、查墒情、查虫情，开展专技
下乡服务，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有效春管，适时追肥，适时浇返青水，使冬
小麦过冬后达到苗壮无害，为夏粮丰收打下
坚实基础。

针对春耕农机服务需求，天津武清区成
立农机技术服务人员、农机技术推广人员、农
机检测人员为主体的应急服务队，及时帮助
农户、农机服务组织和机手解决春耕生产中
的问题。武清区还开辟线上渠道，通过电话、
线上微信等方式指导咨询，扎实做好深松整
地、机械化植保、保护性耕作等技术推广，提
升春耕备耕农机化科技水平。农机检测人员

通过线上平台，指导农机手保养、调试和检修
农机具，确保农机具运行状态良好。

对于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与农业规模经
营主体、农业大村镇，武清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正在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提早对接，开展订
单式作业、托管服务及机耕、机播“一条龙”服

务，提高农机使用效率，高效完成春耕任务。
“为充分利用全区53.4万亩春播地块，

武清区有针对性地指导播种早春玉米、春小
麦等农作物，所有地块应种尽种，不使一亩地
撂荒，确保粮食产量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天
津市武清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宫汝洲介绍说。

有效扩大“菜篮子”，农产品供应有保障——

“京津菜园”果蔬香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自2月10日以来，具备条
件的企业纷纷复工，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大量外地员工
无法按时返回工作岗位，企业
用工出现困难。此时，“共享员
工”模式在青岛市市南区企业
间悄然兴起，有效地缓解了企
业用工难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市南区部分餐饮企业在严格落
实防控措施的情况下坚持营
业，满足市民用餐需求。特别
是市南区集中组织开展团体订
餐配送后，团餐企业的业务量
骤然增长，用人需求出现较大
缺口。这时，在企业与政府共
同探讨下，将目光转向尚未复
工的企业。何不临时把这些企
业的员工用起来？于是，他们
找到了多家酒店、餐饮企业，结
果大家一拍即合。歇业酒店的
大厨、服务人员等一批熟练工
很快上岗，迅速满足了企业
需求。

“共享员工”模式是对灵活
用工的创新，受疫情影响，一方
面电商等新兴业态企业业务陡
然增多，出现用工荒，但以餐饮
企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大量员工待业，企业存续压
力巨大，双方通过互惠合作，既
解决了企业的现实难题，也为
百姓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众多“共享员工”企业
中，青岛三聚成有限公司和青
岛泰祥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是
其中的先行者。该公司总经理
于殿香表示，疫情当前，全国人
民共克时艰，我们餐饮企业也
要为社会作贡献，“共享员工”模式得到了行业企业的大力
支持，为我们企业解了忧愁，也为社会作了贡献。青岛泰祥
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贾建江表示，“共享员工”模式
实现了“三方共赢”：企业得实惠，员工有收入，社会保供应，
这种模式很适合当前特殊时期的需求。

据悉，为了解决企业用工困难，支持企业加快复工复
产，市南区正大力推广“共享员工”模式，依托行业协会，积
极帮助企业搭建沟通平台，推动更多暂时待业员工尽快上
岗。在得知盒马鲜生企业有大量用工需求后，市南区商务
局联合市南区餐饮协会搭建平台，广泛联系辖区餐饮企业，
为企业解决用工难题。同时，市南区应对疫情支持企业共
渡难关的系列措施正在加紧研究制定中，以全方位支持企
业战疫情、渡难关、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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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黄骅港：

开发新品类 实现“开门红”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哈聪杰

“60000吨级‘贝尔蒙特港’外贸铝矾土卸船完毕，
顺利离泊4号泊位。”

2月21日，在河北沧州渤海新区黄骅港生产调度中
心内，高频对讲机中的各类汇报、指令显现出铝矾土在港
口码头接卸中的“热度”。一年前，铝矾土吞吐量尚为零
的黄骅港，如今已成为环渤海港口群中最大进口铝矾土现
货市场。

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寒潮预警和行业
传统淡季引发的市场低迷，黄骅港通过开发客源、增加运
营产品、拓展多元化创效手段等，最终开拓出一片蓝海，
实现新年开门红：首月完成吞吐量2426.19万吨，与去年
同期持平；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3641标箱，同比增长
36%。

沧州市海洋和渔业局副局长于金义介绍说，黄骅港是
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重要出海口，河北依托港
口优势，拓展综合港区建设，逐步建成杂货、铁矿石、液
体化学品等各类码头，使港口运营产品日趋多元化。这次
疫情突发，为港口发展带来了新挑战，开发了更多新产
品，实现产品运营高附加值化。

作为黄骅港综合港区建设重要参与者、全国235个
“国门”之一的河钢物流黄骅港公司，在顺利拿到口岸开
放资质后，首先考虑的就是市场开拓。

“经过深入调查，结合山西等内陆腹地5500万吨氧
化铝产能，我们吹响了铝矾土市场开发冲锋号。”河钢
物流黄骅港公司党委书记张小五介绍说，在较短时间
内，多支市场开发团队足迹遍布13省区40市，走访对
接了300余家客户。由于拿准了供需结合点，加之黄骅
港在环渤海区域具有陆路运距最短等诸多优势，迅速吸
引了客户聚集。

港口铝矾土过港量从无到有，进而呈现出“井喷”式
增长态势。今年1月份，黄骅港铝矾土单月过港量达到
74万吨，创单货种月度过港量历史最高。借助这一良好
态势，河钢物流黄骅港公司联合铝矾土贸易商，在国内率
先开辟了几内亚直达黄骅港的铝矾土国际货运新航线，为
中原内陆铝加工企业开发出一个优质原料供应基地。黄骅
港铝矾土综合过港量由此首超烟台港，成为环渤海港口群
中最大进口铝矾土现货市场和北方第二大铝矾土物流集
散港。

在武清区高村镇北国之春农业示范园，工作人员正在查看秧苗生长情况。 董 鑫摄

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天津港首农食品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正在紧张作业。一辆辆
冷链物流运输车载着一箱箱食品奔赴京津冀
高速。

“目前，每天出入库100吨，预计月底最
大出入1200吨周转，月业务量有望很快恢复
到3亿元。”天津港首农食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安全技术部总监夏卿介绍说。

据了解，春节后首农食品第一时间向管委

会递交了复工备案申请，天津东疆保税区管委
会第一时间派出了由商务局、经改局、应急局、
人社局组成的复工指导小组，帮助企业梳理特
殊时期各项管理制度，并实地检查指导。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深入推
进，京津冀三省市商务部门联合制定了《环首
都1小时鲜活农产品流通圈规划》，重点提高
首都鲜活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促进津冀鲜
活农产品领域绿色流通体系发展。

作为顶层设计，京津冀三地商务主管部
门、标准化部门共同制定发布《冷链物流冷库
技术规范》《冷链物流运输车辆设备要求》等
八项冷链物流区域协同标准，是国内首部冷

链物流储、运、销一体化系列标准。
在规划布局上，围绕京津冀周边蔬菜、畜

禽生产基地，建设了齐心、宽达等一批专业化
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完善蓝玺冷链、东疆港大
冷链等区域性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天津市商务委编制的《天津市冷链
物流发展规划（2018—2025年）》，天津市冷
链物流规划建成“一基地、一中心，三走廊、七
通道、多节点”的冷链物流网络。以天津滨海
新区东疆、北疆港区和中心渔港为基础，建成
中国北方国际冷链物流基地，形成集贸易、储
运、加工、分拨、配送、金融支持和冷链装备制
造于一体的基地。

同时，沿京津走廊、津保走廊和以天津自
贸试验区为核心向两翼拓展的沿海走廊，规
划布局建设发展相关冷链物流产业，形成三
条冷链物流发展带。

目前,天津已成为全国冻品进口的第一大
口岸，东疆保税港区也被作为冻肉类产品指定
进口口岸，辐射京津冀和北方市场。东疆保税
港区共有冷链企业4家，总库存9万吨。东疆
保税港区2019年冻肉进口量约占全国25%，
是北方地区最重要的冰鲜商品进口地。

天津东疆保税区还拥有5座保税和非保
冷冻库，8.9万平方米恒温恒湿库，库容量近
20万吨,是天津市冷库规模最集中的区域。
近年，冻肉进口量实现了跳跃式增长。

“依托港口优势，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将加
快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建设，将通过加强管理
机制，完善产业链，优化市场环境等一系列举
措，引导和培育有实力的全球冷链物流企业
在东疆做大做强。”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
主任沈蕾介绍说。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冷链物流丰富京津冀“大餐桌”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图为振华重工复产后发往海外市场的首船项目。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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