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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外贸企业普遍遭遇了生产受阻、订单减少、国内外市场收缩等问题。因此，

外贸企业想要渡过难关，一方面需要政府在金融、税收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需要不断优化产业链、畅通

供应链，在危机中确保产能不受影响，并及时适应上下游市场变化。

为了应对困难，外贸企业要怎样做，才能使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近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天津市外资

外贸企业聚集地——天津滨海新区，采访这里的外贸企业如何化危为机。

乌鲁木齐为困难群众设11家免费摆摊场所——

百姓市场惠及百姓
本报记者 马呈忠

打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打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
——对天津滨海新区外贸企业的调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自5月1日以来，新疆乌鲁木齐市
开设了11家百姓市场，这些市场由政
府划拨地段、配备基础设施，并向当地
生活困难群众免费提供。除了摊位免
费，市场管理费、卫生保洁费、税费也全
部免征免收，不少困难群众在百姓市场
中积极卖货，收获颇丰。

走进新疆乌鲁木齐国际大巴扎步
行街，人头攒动，美食飘香。一家家商
铺生意火爆，游客排队等待取餐。在标
有“百姓市场”的红色招牌区域内，阿孜
古丽·吐尔逊正卖力吆喝，向来往游客
推销新鲜水果。

“摊位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不但增
加了我们的经济收入，也增强了一家人
过好日子的信心！”今年41岁的阿孜古
丽·吐尔逊属于天山区低收入群体。5
月初，开设于大巴扎步行街的百姓市
场，给生活陷入困境的阿孜古丽一家注
入了“强心剂”。她第一时间向社区提
交材料，申请了免费摊位。

“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多的时候一
天能卖500元到600元。”生意忙碌的
阿孜古丽，打算趁着夜晚游客高峰期多
卖一些。

“将百姓市场设在国际大巴扎附近，

就是看中了这里有着较大的客流量，能
保证入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该百姓市
场运营经理柳一凡说，市场管理方免费
提供场地、遮阳篷和摆摊设备，让250多
位低收入群众实现“拎包摆摊”。“后期还
能扩充100多个摊位，吸纳更多低收入
困难群众入驻。随着旅游市场回暖，我
们也在加大对百姓市场的宣传力度，让
惠民措施更长效。”柳一凡说。

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低
收入困难群体该如何渡过难关？近日，
新疆多地在出台各项社保政策“兜底”
的同时，因地制宜开设百姓市场、利民
好物分享集市、“跳蚤市场”等，为困难
群众就业增收提供新平台。

与热闹的大巴扎百姓市场一样，西
河坝步行街百姓市场背靠天山区大小
西门繁华商圈开设。“百姓市场开设之
初，小西门商圈的客流量每天3万人次，
现在增长到8万人次。入场困难群体收
入不但有保障，还有提升空间。”小西门

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主任王亮说，一些经
营户一天销售额能达到上千元。

在长200多米的西河坝步行街百
姓市场里，经济日报记者看到，132家商
摊有序分布，水果、服装、文创手工艺
品、日用百货等商品琳琅满目。

“这里商品很多，关键是价格还便
宜。”市民李秀芳正在挑选鸡蛋，说起这个
开设不久的百姓市场，她竖起了大拇指。

看着李秀芳手里的袋子越来越满，
摊主吴凤英喜上眉梢。68岁的吴凤英
家住长江路片区，离百姓市场很近。老
两口退休金不高，患有慢性病，一直想
通过摆摊贴补家用。可是苦于没有合
适的地点。

“听说小西门开设了百姓市场，我和
老伴一合计，赶紧报了名。现在一个进
货一个销售，每天收入200元左右。”话
没说完，吴凤英又忙着招呼顾客去了。

记者了解到，吴凤英老人摆设的6
平方米摊位，在该商圈每月最低租金为

3000元。“我们正在积极调解百姓市场
摊位经营内容，与附近商圈的箱包、服
装等商品进行差异化竞争，保证各方利
益。”王亮说。

不断兴起的“百姓市场”，正在实现
差异化发展。除了平价商品交易的便
民市场，还有利用闲置资源进行旧货交
易的“跳蚤市场”。位于高新区（新市
区）的壹兴坊和新世界便民旧货交易市
场，就定位于家庭旧货交易。

“前阵子收拾房子，收拾出了很多
没用过的新奇商品和旅游纪念品，就带
到市场上摆摊处理。”旅游爱好者戴建
华的摊位上摆放着茶具、迷你电风扇等
旧货，不时被顾客相中买走。

商户巫威锋摆摊售卖亲手制作的
手工艺品——平衡蜻蜓。“疫情期间，我
在家里闲着没事，就在抖音上学做平衡
蜻蜓，琢磨了3天才学会，今天带了十几
个平衡蜻蜓来市场上展示，看能不能卖
出去。”巫威锋说。

除了接地气，位于新疆国际会展中
心的“跳蚤市场”开启旧货“带电”销售
模式。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利民好物分
享集市在二手交易区、清仓甩货区、自
由展示区设置了200个摊位，经营生活
百货、文创手工、手机数码、文具书籍、
家用电器、服饰配件等商品，采取“线
上+线下”的交易模式，在阿里巴巴闲鱼
页面中增设“新疆乌鲁木齐利民好物分
享集市”窗口，实现线上线下相互引流。

如今，天山南北正兴起的便民“小
市场”，除了方便群众日常生活，让低收
入困难群体就业增收外，也为各地探索
城乡融合发展，提升社会综合治理水平
提供了“试金石”。

乌鲁木齐市商务局（粮食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百姓市场为辖区居民提供
了一个交易平台，丰富了交易模式，加
速了消费流通，激发了市场活力。下一
步，将做好跟踪服务工作，提升管理水
平，引导“百姓市场”有序有质发展。

图为乌鲁木齐西河坝步行街百姓市场里，人来人往。 本报记者 马呈忠摄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
到控制，但海外战“疫”又进入紧要关
头，我国外贸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冲击和挑战。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
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11.54万亿元，比去年
同期下降4.9%。

稳外贸、稳企业，成为稳住经济基
本盘的重要抓手。保障外贸产业链供
应链畅通运转，进而稳定国际市场份
额、增加外贸企业订单、拓宽外贸企业
销售渠道成为稳外贸的重中之重。

产品转型适应国际需求

5 月 16 日，在天津滨海新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指定供应商
——天津真星纺织有限公司正在将6
万多条一次性毛巾装入集装箱。

天津真星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王
德胜介绍，这批3月份设计出的新产
品，将从天津港出海，运往日本交付日
本京都防疫部门，专门供应京都各大
医院重症监护室，“这是我们疫情期
间，向日本市场投放的首款新产品。”

天津真星纺织1996年落户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95%以上产品出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该公司的冲击巨
大。作为上游供应链企业，真星纺织
的毛巾、浴巾等产品订单量下降了
40%。“在滨海新区的支持下，我们已
先于国外市场复工复产，但国外需求
并未恢复。因此，我们要重新定位、迅
速转型，寻找疫情中孕育的新市场。”
王德胜说。

为应对特殊时期带来的影响，真
星纺织及时转型调整产品结构。疫情
期间，该公司按照日本防疫部门要求，
用一个月时间拿出了新产品。“目前，
我们已用10%的产能专门生产此项
产品，3个月来近20万条新品销往日
本，预计营业收入超过200万元。”王
德胜介绍，调整产品线的同时发力国
内电商业务，开拓国内市场。

目前，天津滨海新区正积极畅通
企业出口“通道”，鼓励企业走出去。

“滨海新区商务部门向中信保天津分
公司、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中国银行
滨海支行等金融机构推送523家外贸
企业信息，实施精准对接，进行融资撮
合。截至目前，金融机构为新区外资
外贸企业完成授信超过200亿元，中

信保服务新区827家外贸企业，承保
金额53.2亿美元。这将有效分担企
业在出口时的融资风险。”天津滨海新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纪泽民说。

国内供应链解燃眉之急

在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局面
下，全球一体化物流链、供应链倍受考
验。但在一些企业眼中，这也是构建

“本土化”链条的机会。
厚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受益者，2013年落户天津
滨海新区经开区。如今，该公司已实
现了国产“超声刀”产业化，年产值近
亿元，产品出口意大利、巴西、法国等
10多个国家。2019年，其出口份额
超过了15%，产值超过600万元。

5月18日，在天津滨海新区经开
区大健康产业园，厚凯医疗正在验收
供应商发来的200多公斤钛合金材
料。“这大约可以制作成5000多把刀
头，是‘超声刀’的核心零部件，未来将
与主机一起出口国外市场。”厚凯医疗
天津组装厂厂长王东参表示，“超声
刀”市场前景广阔，仅中国市场每年的
消费量就近百亿元。但疫情当前，全
球产业链也倍受冲击。“目前，原料采
购完全依靠远洋航线运输，航期也由
3个月延长到5个月。原材料采购产
生缺口，也倒逼我们加速‘国产替代’
工作。”厚凯医疗创始人史文勇介
绍说。

为应对疫情影响，厚凯医疗将材
料采购重点放在国内，并将原有60多
家供应商扩充到了120家。“通过招
标，我们从深圳、常州等地引入了供应
商，全部替换了之前从美国和德国等
国家采购物料，现在我们套机的国产
化率已经达到了98%，完全可以实现

‘中国本土造’。”史文勇说。
在解决了供应链问题的同时，该

公司也积极拓展国际市场，目前正在
申请通过巴西MDSAP专业认证，并
且已经取得了欧盟的ce认证，超声刀
套机将进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对接上下游发现新市场

天津市新伟祥工业有限公司是专
门生产汽车涡轮增压器中间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目前占有全球30%的市场

份额，2019年的销售额达到44亿元，
涵盖奔驰、宝马、克莱斯勒等欧美国际
知名品牌。然而，随着疫情蔓延，欧洲
和北美的业务受到严重影响。

“国外疫情暴发，欧美市场四五月
份都受到影响，订单全部延后生产，目
前当月国际订单量下降了 70%到
80%。”天津市新伟祥工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诸瑾宇说。

不过，在5月12日滨海新区举办的
天津汽车产业撮合对接专题会议上，新
伟祥与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深入对
接，将把产能主要用于一汽大众奥迪系
列车型生产，未来的产品将超过30万
件，产值超亿元。通过对接会，企业找
到了市场，融入了国内产业链，开启了
国际国内产业链的“双通道”。

与诸瑾宇一样，不少企业家也都
饱含期待。在对接会现场，一汽丰
田、一汽大众、长城汽车3家整车企
业以及天津132家上下游配套企业，
10家相关金融机构代表参会，其中
14 家重点企业、院校、银行在供应
链、金融服务、物流服务、职业培训等
方面签署了合作协议，授信额度达到
100亿元。

围绕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天
津滨海新区积极参与“接链”专项行动
计划。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滨海新区
将常态化组织开展产业链招商对接、
市场供需对接、人才招引对接、产融需
求对接、创新成果转化对接等各类撮
合对接活动。

“2020年，天津滨海新区将至少
举办18场各类撮合对接活动，全力解
决企业实际困难，落实援企稳企惠企
政策，梯次培育优质企业。目前，30
多家企业已就各自发展需求深度沟通
交流。”天津滨海新区工信局局长刘
桓说。

数字技术助力实体经济

“疫情期间，消费者对生鲜食品等
民生消费物资的需求不降反升，今年
一季度订单量翻了10倍，超过了80
万单。”作为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
下的供应链运营商，百世集团天津跨
境业务负责人魏少霜表示，目前，该公
司7万平方米物流仓库已经完工，面
积是现有仓储容量的10倍。之所以
要打造超大型仓库，正是因为“宅经

济”带来的订单量巨大，预计今年
“618”购物节的订单总量将增长50%
以上。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改变
产业结构，像电商、防疫用品、网上
办公等业态将会得到较好发展，企
业要找准商机，适应疫情带来的新
变化。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将用
于电子商务，促进网络3D购物、实体
店自助结算、无人超市24小时营业等
行业发展。因此即使疫情结束了，企
业仍然应该关注跨境电商和数字经
济。”田利辉说。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
记连茂君表示，新时代发展需要数字
技术支持实体经济，滨海新区将在发
展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不断利用新
技术、新模式，研发新产品、拓展新空
间，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滨海新区始终秉持“产业第一，
企业家老大”理念，坚持“项目为王”，
将“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
法”作为对企业的庄严承诺，建立“企
业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真正服务到
企业心坎上，解决企业最现实的
问题。

据统计，天津滨海新区已帮助
112家企业申请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
和国开行专项贷款162.8亿元，帮助
668家企业融资208.8亿元；为4.1万
户企业减免社保费17.9亿元；为中小
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减免房租、水电
气费 1.4 亿元；拨付稳岗返还金 1.3
亿元。

本报讯 记
者商瑞报道：5月
20日上午10点，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X9202次中欧班列
（天津—乌兰巴托）编组54辆，满载着汽
车、配件、食品、服装等货物出发，这是天
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首次开行铁水联
运中欧班列。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天津港集团
完成货物吞吐量1.68亿吨，集装箱吞吐
量 689.5 万标准箱，分别同比增长 1%
和1.6%，实现逆势稳步增长。天津港充
分发挥了港口在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
和经济社会循环的“先行官”作用。

在保供应方面，天津港集团与河北
港、山东港等多个港口集团签署了《世界
一流港口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
厦门、北部湾港、中谷海运等打造内贸“两
港一航”精品航线，形成南北直通、干支联
动发展新格局。

在促外贸方面，天津港开通了“天津
至越南胡志明市”的集装箱航线、“天津至
宁波”滚装航线、“天津至揭阳”钢材班轮

航线、“天津至钦州”集装箱直航航线4
条，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通关方面，天津海关以天津自贸区
制度创新为依托，全面推广“两步申报”

“两轮驱动”“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改
革，对标国际标准，进一步优化通关流程。

“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对船舶到港靠
泊、作业到离港的整个时间轴进行梳理，压
缩每一个环节的每一分钟，港口运转效率
和服务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今年前5个
月，在海事局支持下，共有571条船舶采用

‘零报告’进出港，实现船舶完工即离，压缩
船舶在港停时1713小时。”天津港集团生
产经营中心主任宋天威介绍说。

天津港正与天津海关共同推进集
疏港智慧平台，推广进口“船边直提”和
出口“抵港直装”作业模式，加快货物通
关速度，已完成船边直提5.7万自然箱；
集装箱重点作业线效率、在泊船时效
率、船舶直靠率同比提升超10%，主要
船舶公司欧洲、美西等航线效率始终保
持在全球港口前列。

港口搞得好 贸易效率高

上图 今年 5 月 20 日，从
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片区首次
开行的铁水联运中欧班列。

（资料图片）

右图 天津港接卸的第
500 架空客 A320 飞机组件，将
在天津港保税区进行组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