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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企业不怕“白水煮”
许 凌

“鞋门歪道”有损市场秩序
佘 颖

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

苏伊士运河断航事故警示我们，运输安全对于确保粮食进口安全

至关重要，我国必须着眼于长远，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

管理能力，确保进口粮食买得到、买得起、运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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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安全是全球贸易的生命线。近期，

位于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接连发生两次货

船堵塞事故，让已经遭受重创的全球贸易供

应链雪上加霜，也给全球粮食贸易蒙上一层

阴影。这一事故提醒我们，我国必须持续增

强国际粮食供应链管理能力，确保进口粮食

买得到、买得起、运得回，从而保证粮食进

口安全。

粮食是海上干散货运输的主要货物之

一，占整个海上干散货运输总量的 10%以

上，仅次于铁矿石及煤炭。目前全球粮食贸

易航线以太平洋航线、大西洋航线和印度洋

航线为主，这些贸易线路一旦受阻，就会成

为全球粮食供应链的堵点，推高粮食价格。

苏伊士运河是亚欧非之间繁忙的海上大通

道，沟通地中海和红海，以运输原油、石油

产品、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为主，也少量

运输粮食。

作为全球航运的咽喉要道，苏伊士运河

断航凸显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势必对全

球能源市场产生影响，并间接影响世界粮

价。但从目前来看，此次事故对我国粮食

进口影响有限。这是因为，我国粮食进口

来源地主要集中在美洲，从巴西、美国和

阿根廷进口的大豆占总进口量的 90%以

上。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地区和巴西、阿

根廷进口的粮食要经过非洲好望角、马六

甲海峡；从美国西部和加拿大西部进口的

粮食以太平洋航线运输为主。近年来，我

国不断拓展粮食进口来源渠道，从俄罗

斯、乌克兰以及中亚和非洲等“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进口部分粮食。从中亚地区

和俄罗斯进口的优质小麦主要以中欧班列

运输为主，只有从乌克兰和法国进口的玉米

和小麦会通过苏伊士运河运往中国，但总量

相对较小。

物流运输只是全球粮食供应链中的一个

环节，运输安全也只是影响全球粮食贸易安

全的小概率事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目

前全球粮食供应链物流链的稳定面临巨大挑

战，增加了我国粮食进口安全的风险。随着

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逆全球化趋势加剧，

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对粮

食生产、物流中转、终端配送等造成一定影

响，引发了预期不稳和传导性恐慌，带来全球

粮食价格和食品价格上涨。而且我国在全球

粮食市场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粮食供应

链，大宗农产品贸易主要通过跨国大粮商进

行采购。

苏伊士运河断航事故警示我们，运输安全

对于确保粮食进口安全至关重要，必须着眼于

长远，树立底线思维，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管

理能力。供应链相关企业须建立应急预案机

制，遇到突发事件时做好风险对冲。应推进物

流方面的国际合作，与各国携手加强全球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铁路、海运、空运为一体的

多元化立体运输网络，确保粮食运输安全。应

培育跨国大粮商，鼓励和支持国内粮食企业

“走出去”，建立规模化海外粮食生产加工储运

基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深化海内

外合作，全面参与全球粮食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重构。应建立和培育政府、国际组织、商

会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利用“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

级等契机，在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化

粮食合作机制，

促 进 粮 食 进 口

来源多元化，降

低 可 能 出 现 的

贸易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各

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等因素驱动

下，去年 4月起，国际油价从底部回

升。分阶段看，去年 4 月至 10 月油

价触底企稳，11 月以来油价较快上

涨，今年 3月中下旬呈现快涨快跌、

波动态势。供需基本面改善奠定了

本轮油价反弹的基础，金融因素成

为油价快速上扬的重要推手，疫情

控 制 水 平 则 是 影 响 油 价 的 关 键

变量。

供需两侧同时向好，为油价触

底反弹提供了支撑。去年 4 月起，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俄罗斯等部分产

油国所组成的“欧佩克+”达成并实

施历史上最大规模减产协议，初期

减产量高达 970 万桶/日，市场供应

大幅收紧；另外，随着各国逐渐放松

疫情封锁措施，世界石油需求触底

反弹。市场供需基本面改善，对去

年4月至10月油价触底企稳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供需乐观预期下，数万亿美

元经济刺激等因素是造成去年 11

月以来油价上涨的关键。去年年

底，多国疫情反复导致石油需求复

苏遇阻，非“欧佩克+”产油国供应

持续回升导致市场去库存速度下

降，供需基本面对油价支撑力度有

限。但市场乐观预期对油价产生了

有效提振，一方面，疫苗研发和接种

持续推进，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不断

增强，显著改善需求预期；另一方

面，沙特主动加大减产力度，“欧佩

克+”减产协议落实较好，显著改善

供应预期。在供需乐观预期下，叠

加美国推动 1.9 万亿美元及后续更

高金额经济刺激计划，部分金融机

构提出“原油是优秀的抗通胀资产”，今年 3月，美国西得克萨

斯轻质中间基原油（WTI）与布伦特原油期货总持仓量达到

2018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此驱动，油价在今年3月初达

到约70美元/桶的阶段性高点。

欧美、新兴国家疫情反复，叠加供给侧增产压力，今年 3

月中旬以来油价下滑调整，在 60 美元/桶附近波动加剧。欧

洲疫苗接种进度不及预期、出现新一波疫情，各国疫情封锁重

现导致石油消费活跃度下降，这是油价下跌直接诱因。供给

侧增产态势逐步形成，数据显示，美国石油产量正在恢复，部

分页岩油公司在资金支持下有望扩大产能。与此同时，“欧佩

克+”部长级会议推出增产协议，虽然上半年增产幅度小于预

期体现了对加大供应的谨慎态势，但增供路径已经明晰。此

外，苏伊士运河堵塞中断等事件，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不同向

影响，油价波动加剧。

展望油价走势，年内有望在当前高位震荡，中长期油价

在可再生能源竞争下将受到较强压制。随着疫苗接种人数

逐步增加，且后期疫苗覆盖率将加快提升，疫情影响有望在

全球较大范围内得到控制。加之美国将着力推动更大规模

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经济体刺激计划，下半年全球石油需

求有望维持复苏态势，基本面向好将对油价形成支撑。同

时，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资金对资本市场风险偏好将带来

较强支撑，预计年内油价维持高位震荡。从中长期看，随着

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全球已有 100 多个经济体

提出碳中和目标，可再生能源高速增长将压缩石油需求增长

空间，在部分经济体还将逐步实现存量替代，石油供需基本

面将长期处于宽松周期。一方面，可再生能源成本快速下降

将有力压制石油价格，例如光伏发电价格有望在 2030 年相

较当前下降一半以上；另一方面，石油市场中买方优势地位

将逐渐显现。未来，国际油价将逐步趋于可再生能源价格线

与原油勘探开发生产成本线构成的价格区

间内。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

为新疆棉花点赞，消费者更加支持李宁、

安踏等国产品牌，这本是爱国热情的自然流

露，却被有心人当作了“千载难逢”的商

机——近日有媒体发现，一款发售价1499元的

李宁限量版球鞋，在网上被标出了 48889 元，

涨幅达 31 倍。还有参考价 1699 元的国产品牌

鞋，暴涨至 29999元。安踏某鞋款，参考价为

499元，炒价达4599元，涨了8倍多。

据了解，这些出售信息来自国内鞋圈某第

三方交易平台，报道涉及的三款球鞋，价格均

为平台卖家个人设定。也就是说，提价并非李

宁、安踏等品牌的官方行为，也不是交易平台

趁火打劫，而是一些想挣钱的个人卖家试图把

“炒鞋”变成暴富大生意。

限量版球鞋有收藏价值，由市场定价本无

可厚非，以前也出现过限量款球鞋价格翻几番

的情况。但是，在没有显著的成本、稀缺性变

化的前提下，从 1499 元一夜暴涨至 48889 元，

已远远超过了鞋价正常的市场波动。而且，这

次炒作明显是在利用人们的爱国热情，不能将其归为

正常的商业投资。

最新消息是，这三款卖家要价过高的球鞋已经被

下架，平台还对 3名涉嫌恶意炒作的卖家采取了封禁

措施。经平台核查，在卖家设定的价格下并无成交记

录或只有极少数买家购买。

按常理推测，48889元一双的球鞋绝不是大众消费

品。建议监管部门调查一下，是谁在买卖这些鞋款？是

真实买家出于喜爱大方出手，还是商家串通，自编自演

的虚假成交，只为忽悠“接盘侠”入局？

如果是真实成交，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卖家太

过逐利，呼吁大家理性消费；但如果是有人联

手组了一个“炒鞋”骗局，那就不仅是下架商

品、封号了，还应拿起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武器“亮剑”，

还消费者一个公道，还市场一个干净秩序。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者

爱国的方式应该更加成熟理性。对于这些明

目张胆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不管其戴着什

么样的面具，监管部门都应坚决予以打击，

线上平台应及时予以清理，绝不能让投机者

得逞。

“真正的‘好肉’敢于面对‘白水煮’！”

前不久，一位公司负责人说的这句话让笔者印

象格外深刻。

时至今日，我国已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

企业，这些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

经营效益好，企业发展很有后劲。不过，现

实中仍存在一些过于依赖政策、依赖扶持、

依赖补贴的“依存型”企业，有的如果离开

“拐棍”就活不下去。说实话，这类企业是

经不起“白水煮”的，一“煮”肯定“露馅

儿”。经得起“白水煮”的“好肉”，也就是

那些优秀企业，必须凭借强大的内生动力立

足市场。

内生动力依赖于持续的自主创新。一个企业要

想具有核心竞争力，必须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拥

有畅销国内外市场的“当家小生”。长期依赖补贴不

行，依赖进口设备和国外关键技术不行，依赖国外

专家技术团队也不行，必须培育和打造自己的核心

技术工艺与研发团队。比如，宁夏吴忠仪表从替代

日德产品，到“遨游”石油化工、煤化工等国内控

制阀顶尖产品领域，就是十几年坚持自主创新、坚

持自我挑战的结果。

内生动力依赖于生产经营每个环节效率达到最

高。比如，做酒店经营的，需精细到每个房间；开

饭店的，老板需算账到每道菜品；做企业的，计算

利润也需要精确到每个生产经营环节，力争将效率

做到最高。不同行业的企业，生产经营环节各

不相同，无论是制造业的品种规格、零部件，

还是各行业的质量控制点，要想提高单位生产

率，必须建立一套高效管用的管理系统。

内生动力依赖于单位劳动生产成本降到

最低。目前，不少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好

像是做了自动化、信息化，搞了无人工厂，

就以为自己搞好了工业 4.0。其实，那都只是

做了单项，必须从全面、多层次推动，促进

各个板块全面发展。工业 4.0 不能完全依赖于

软件，必须是软件与硬件及管理、产品有机

结合。智能制造不仅仅是生产设施的变革，

更重要的是生产组织、管理模式的变革，企

业需结合各自的发展水平，总体规划、分步

实施，真正实现制造柔性化、管控智能化、

管理精细化。

常言道，打铁还需自身硬。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是企业内生动力强大。过分依赖政

策、依赖扶持、依赖补贴的企业，发展理念

再“新”也经不起“白水煮”，即经不起市场

风浪的“敲打”，企业竞争的“厮杀”。

最近，笔者在新疆林果主产区走访时了

解到，全区科研院校选派的技术专家下沉基

层，在田间果园指导生产，取得明显成效：对

广大果农而言，技术支持突破了增收瓶颈，主

产区农民人均林果纯收入增加较快；从产业

发展来看，得到了科技赋能，升级步伐加快。

在发挥科技作用突破林果产业发展瓶颈

上，新疆下了一番功夫。首先，从科研院校连

续多年选派技术专家下沉田间果园，和县乡

一级的技术人员形成合力，在乡村打造了一

支带不走的科技人才队伍。其次，构建地区、

县市、乡村的多层级林果“示范田”，让农民在

家门口就能直观感受到果树因科技而发新

芽、结好果、增效益，示范引领作用强。再次，

林果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果农面对面交

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林果品种，编撰了农

民能看懂、易操作的技术明白册。

当前，我国正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自然离

不开作为发展基础和关键的产业振兴。然

而，许多地区乡村面临着人多地少、产业结构

单一、人口素质不高等问题，发展产业面临诸

多挑战。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发挥科技的力

量，注意选派技术专家下沉乡村一线，筑牢乡

村产业发展根基，在提质增效上下大力气。

各地不妨借鉴新疆林果业“科技兴果”的经

验，结合本地乡村产业发展实际，持续推动科

技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去年，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随心飞”业

务。消费者只需花费三四千元，就能在一定

条件下不限次数飞行。但近来，不少消费者

发现“随心飞”机票并不好换，兑换机票数量

不透明的情况普遍存在。

应该说，“随心飞”原本是“双赢”的业

务。航空业低迷时，该业务可以帮航空公司

吸引人气，回笼资金，减轻压力；消费者通过

该业务也能不限次数地乘坐航班。如今，“随

心飞”变为“闹心飞”“套路飞”，凸显出经营者

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傲慢。

“随心飞”业务，在某种程度上是航空公

司在“赔钱赚吆喝”。因为这些产品平均客单

价在八九百元，用户飞三四次就能回本。但

对航空公司来说，既然是促销活动，存在赔钱

风险，经营者就应该对未来经营状况和市场

走向有合理的预判。否则，一旦难以兑现，就

有违诚信原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

择权，还可能涉嫌虚假宣传。

解决“随心飞”变“闹心飞”，需航空公司

拿出诚意，善始善终解决问题。同时，监管部

门也应尽到监管之责，必要时还应调查经营

者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只有尊重消费者，以

用户体验为中心，才能赢得信任、占领市场。

“随心飞”岂能玩套路
史洪举

短视频侵权须治理

在短视频 APP 上，经常能看到一些

主播将时下正热播的电影、电视剧剪辑

成短视频发布，他们通过观看流量、点

赞等获取利益。从以往的“文字搬运

工”到如今的“视频搬运工”，短视频领

域正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

地带，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文化市场秩

序，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

善短视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由权

利人、短视频平台、行政部门、司法部门

以及第三方监测机构共同规范的短视

频监测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时 锋）
徐 骏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