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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28日

星期四行业经济

■ 新华社记者 屈凌燕 林光耀

被称为“世界超市”的浙江义乌，

每一家商户都是这个全球最大小商品

批发市场的一个小细胞。面对全球疫

情和复杂环境的压力，义乌市场商户

“慧港家纺”坚持创新，坚信市场对好

产品和新产品的需求不会变，采购商

来不了，就主动出击布局多元市场。

就是这一个个小细胞的开拓与创新，

汇聚成市场的活力、外贸的动力。

疾风知劲草，我们就是劲草

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二楼家纺区

显得有点冷清，由于海外采购商来不

了，部分商户缩短了营业时间。二楼

61246 号商铺慧港家纺内，各式地毯

整齐悬挂，不同绒面的床上用品码放

得井井有条。店主陈芳芳和往常一样

整理着店内的样品，不时应要求拍照

或发视频给海外采购商。

“这是这一季的新品仿兔毛地垫，

仿皮草面料做地垫是一种创新，它有

兔毛柔软的手感，又是对动物友好

的。”粉色的地垫被陈芳芳的双手温柔

地拂过，隔着屏幕仿佛可以感受到温

暖细腻的触感。转个角，她拉出一条

长长的桌旗，“这个采用了数码印花技

术，保证织物正反两面花型和颜色统

一。”不同国家的客户会关注产品的不

同信息，上千个品类的样品陈芳芳如

数家珍。

义乌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

场，南来北往的国内外采购商在此“买

卖全球”。慧港家纺的工厂建在江苏

南通，外贸商铺设在浙江义乌，货物则

主要从上海和宁波港出海。

“国际贸易变难了，但我们各地有

近百名员工，不能‘躺平’。有句老话

‘疾风知劲草’，我们就是劲草。”陈芳芳

说，疫情以来遇到诸多困难，客户失联

货款要不回，运费上涨舱位难求，各种

成本增大。然而，慧港家纺每季上新

的频率反倒加快了，并主动出击拓展

海外新市场。

得益于主动应对和积极创新，慧

港家纺今年一季度订单完成量仍与

2021年持平。

采购商来不了，我们就主动出击

“我们希望老客户随时能找到我

们，也希望新客户不会错过我们。”一

方面慧港家纺坚持运营好义乌国际商

贸城实体商铺，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拓

展海外市场网络。陈芳芳认为，依靠

中国制造的红利，义乌商户等订单就

能赚钱的“坐商”传统思路一定要改

变，必须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

陈芳芳指着桌上小小的地球仪

说，疫情之下有的市场复苏快一点，有

的市场复苏慢一点，通过多元化市场，

产品总能找到需求客户。比如疫情导

致中东市场销量下降了，但是义乌商

户敏锐地发现南美市场复苏强劲，“消

费者兜里有钱了，就看你的产品有没

有竞争力。”

“疫情之下，不能坐等市场变化，

海外采购商来不了怎么办？那我们就

主动出击。”依托浙江丰富的海外侨商

资源，慧港家纺计划每年开辟 5 个国

家和地区的海外新市场，在当地物色

有实力的地区总代理，调研和掌握目

标市场需求并建立营销网络。今年一

季度已经有意向在波兰、意大利设立

总代理。

对好产品的需求是永恒的

疫情之下，如何把握住机遇？从

法兰绒到棉花绒、牛奶绒，从素色到麻

将纹、烫金处理，陈芳芳的心得是创

新。“不同地区对家纺的审美有差异，

但是对于好产品、新产品的需求是永

恒的。”她说。

在商铺里，样品按照各个市场的

偏好分门别类展示，比如欧美国家喜

欢素色的地垫，在花型上设计空间有

限，那就在克重上、手感上进行调整，

往高端上走；中东国家和地区喜欢大

红大绿三件套，原来产品更新较保守，

那就主动升级换代……在原材料方

面，各种织布面料如法兰绒、棉花绒、

牛奶绒都可以创新应用在抱毯和地垫

产品上。

“不管外部有多大困难，在设计、

原材料、加工工艺上的创新是企业必

须做的。”陈芳芳说，企业还在开拓企

业定制等利润率更高的产品。

对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商户而言，

市场环境的变化带来了经营策略和运

营方式的改变，但不变的是商户的积

极应对和锐意创新。

在疫情冲击下保持活力和韧性，

“中国小商品之都”义乌交出了一份怎

样的出口答卷？据海关部门统计，今

年 1- 3 月 ，义 乌 市 进 出 口 总 值 达

1062.9 亿元，同比增长 63.9%，占浙江

省进出口总值的 9.9%，比重较 2021年

同期上升了 2.4个百分点。

海外采购商来不了，我们就主动出击
——“世界超市”义乌一个家纺商户的开拓与创新

■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白涌泉 李荣

钢铁市场素有“金三银四”之说，然而今年开春钢材需求却不及预期——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测算，一季度，主要用钢行业实际钢材消费同比下

降 5%，其中建筑业下降 7%，制造业下降 2%。

旺季不旺的背后，是供需两端走弱。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屈秀丽说，从需求端看，我国大力推

动基建投资有利于稳定钢铁行业需求预期。但受近期国内疫情影响，建筑

业施工启动放缓，制造业增长迟滞，一季度钢材需求受到抑制。此外，国际

环境更趋复杂，钢铁进出口同比下降。

从供给端看，一季度受国内供暖季错峰生产、疫情封控等多重因素影响，

钢铁企业减产停产较多；在产企业也面临着原料入厂、生产组织、合同执行、

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等困难。一季度全国钢产量2.43亿吨，同比下降10.5%。

从价格看，一季度国内钢价总体震荡走高，出口价格涨幅快于进口。目

前钢铁生产用的铁矿石、炼焦煤等原燃材料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对价格依然

有支撑作用。但在国家保供稳价政策引导以及供需动态匹配下，价格总体

平稳。利润率下滑也制约企业生产意愿。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短期看钢铁市场供需双弱，但后期市场需求会加

速释放。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执行会长何文波认为，一季度，钢材消费尚未实质性

启动。后期在国家稳增长目标下，随着疫情形势的缓解和多重政策的发力，

钢材需求将加速释放，需求增幅预计大于产量增幅。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工一批具备条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础设

施、老旧公用设施改造等建设项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因城施策

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继续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鼓励地方开

展绿色智能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再开工改造一批城镇老旧小区……这些

都将有效拉动用钢需求。

“前期被抑制的钢材消费不会消失，只会延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石洪卫说。

钢材需求潜力仍在，倒逼供给端提质增效适应供需结构新变化。

据了解，即便上海宝山基地处于全封闭生产之中，截至 4月中旬，宝钢

股份公司的战略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电机的无取向硅钢销量同比翻

番。厚板产品 4月份轧制量已完成预定目标的 114.84%。无缝钢管热处理

线 3月创下 9年来月产最高纪录。

鞍钢集团一季度利润总额、净利润、铁精矿产量均创历史同期最好水

平。鞍钢集团下属鞍山钢铁公司，热轧工模具用钢、铁路车辆用钢销售一季

度均创近年新高，鞍钢独有重轨产品 U77MnCrH 销量比 2021 年全年提高

了 40%。

河钢集团与韩国株式会社POSCO汽车板合资项目建设正在唐山稳步

推进。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高端汽车面板供应商之一，

兼顾高等级高强钢和家电板。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陈克龙日前公开表示，短期内钢铁工

业受供给约束和需求收缩双向压力的影响将更加突出，供需双弱问题短期内

难以改观，减量化发展特征更加明显，开始进入中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就今年粗钢产量压减工作进行研究部署，

确保实现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引导钢铁企业摒弃以量取胜的粗放

发展方式，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

“一些特钢企业利润率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屈秀丽说，预计全年钢材

需求总体平稳，但从需求结构看，与新能源汽车、特高压、风光发电等行业密

切相关的汽车板、电工钢等高附加值品种将迎来较好发展机遇。

钢市旺季不旺，后势怎么看？

广告产业将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本报讯“十四五”时期，我国广告产业将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促进消费、提升商品和服务附加值、传播社会文明、吸纳就业的作用进一步

凸显。

据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了《“十四五”广告产业发展规划》。规划

充分考虑广告产业属性特征，鼓励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倡导绿色消费理念，鼓励使用绿色广告

材料，推动数据信息等资源共享，着力提高全产业国际竞争力。

规划重点聚焦对广告产业发展方向的引领，明确广告产业的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

好广告市场秩序。 赵文君

我国将推进 42 项水利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本报讯 据水利部近期披露，我国加快水利重大问题科技攻关，今年将

推进 42项水利重大关键技术研究。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在水利部 2022年水利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经过多年

努力，我国水利科技创新有了长足发展，同时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原始创

新能力不够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有弱项，创新体系效能提升有短

板。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水利科技创新

支撑和引领。

“加快重大问题科技攻关，要立足我国国情水情，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

向、效用导向。”李国英说。

在水旱灾害防御方面，重点开展洪水形成演变规律、气候变化背景下特

大洪涝干旱风险识别与应对策略等研究。

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方面，重点开展流域水资源条件变化

及规律、黄淮海流域节水潜力和需求预测、黄河流域泥沙动态调控等研究。

在河湖保护治理方面，重点开展地下水运动规律、河湖生态廊道退化与

复苏机理、泥沙运动和河床演变基础理论、重力侵蚀和水土保持碳汇机理等

研究。

在水工程建设运行方面，重点开展水利工程全生命周期性能演化机理

与安全调控理论、梯级水库风险孕育机制及安全调控理论等研究。

李国英同时表示，新阶段水利科技创新工作，要强化水利科技创新力

量，强化智慧水利科技支撑，加强水利标准化工作，做好水利科技创新成果

推广转化。

水利部印发的《2022年水利科技和标准化工作要点》显示，今年将推进42
项水利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和12项流域水治理重大关键技术研究。同时，发布

2022年度100项左右成熟适用水利科技成果推广清单。 刘诗平

行业前瞻

行业资讯

近年来，安徽省宿松

县的省属农垦华阳河农

场把绿色农业与光伏、风

电清洁低碳新能源建设

相 结 合 ，走 绿 色 发 展 之

路。已建设完成风电机

组 100 台、装机容量 199.5

兆瓦，每年可提供新能源

发电量约 4.2 亿度，助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中新社供图

绿色田园
清洁能源

新华社电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能源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立足我国国情，应对外

部环境新挑战，抓住重点，强化能源保供，未雨绸缪推

进条件成熟、发展需要的能源项目开工建设，促进能源

结构持续优化。

会议指出，一要发挥煤炭的主体能源作用。通力

合作优化煤炭企业生产、项目建设等核准审批政策，落

实地方稳产保供责任，充分释放先进产能。通过核增

产能、扩产、新投产等，今年新增煤炭产能 3亿吨。推

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强储备设施建设。运用市场

化法治化办法，引导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要推动煤电机组节能减排改造、灵活性改造、供

热改造，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全年改造规模超过 2.2亿

千瓦。改造要选择机组正常大修等时间，防止影响电

力稳定供应。落实支持煤电机组改造的金融政策。

三要在严格监管、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发

展核电。对经过多年准备和全面评估审查、已纳入国

家规划的浙江三门、山东海阳、广东陆丰三个核电新建

机组项目予以核准。

华北电力大学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鹏认为，能源安全事关全局，必须高度重视能源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面对近期更加严峻的国内外

挑战，必须实事求是、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兼顾长远和

当前。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煤炭在

能源体系中的主体作用；要适应不断增长的新能源电

力发展及消纳，必须通过节能减排改造、灵活性改造、

供热改造，实质性地巩固煤电在电力系统的兜底保障

作用。要更好地支持电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同时也

要发挥好政府的作用，运用市场化、法治化办法，引导

煤价运行在合理区间。 戴小河

发挥煤炭主体能源作用
今年新增产能 3 亿吨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胡璐

纯牛奶、脱脂奶、裸酸奶、儿童奶酪棒、早餐

芝士片……如今，越来越多人的餐桌和办公桌

都会放上一些奶制品，增加营养和“舌尖上的幸

福感”。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牛奶产量增

长 8.3%。

当前我国乳品消费呈现哪些特点和变化？

背后是什么原因？如何推动奶业振兴，满足人们

不断增长的新需求？笔者日前就上述热点问题，

采访了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博士

杨祯妮。

“在过去的两年，我国奶类消费大幅提高。”

杨祯妮介绍说，近 10年来，奶类消费总体呈现不

断增长趋势，平均增速约为 3.6%，而在 2020年和

2021 年，我国居民奶类消费增长加快。2021 年

人均奶类消费达到约 42.3 公斤，比 2020 年增长

约 11.8%。预计今年仍将保持一定比例的刚性

增长。

奶类消费增加，反映出人们更加关注健康营

养。通过乳制品摄入来增强机体免疫力，成为很

多人的选择。近年来，国家层面加大了对“健康

饮奶”的宣传普及。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民营

养周”等科普活动，普及合理膳食、健康饮奶等营

养知识，将“健康饮奶”纳入中小学不同学段健康

教育，引导乳制品企业积极开展公众开放日活

动，组织开展奶酪推广行动。

杨祯妮表示，随着人们观念变化以及冷链物

流等设施不断发展，奶类消费结构也在发生转

变：一方面，虽然液态奶在我国居民奶类消费中

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消费占比由 1995年的 94.9%

降至 2021 年的 74.3%，而奶酪、奶油等干乳制品

消费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液态奶消费中，低温

鲜奶消费增长突出。

低温鲜奶，学名巴氏杀菌乳，利用较低温度

的杀菌方法，既可杀死有害的微生物，又能使牛

奶中营养物质损失少，保持自然的牛奶风味。低

温鲜奶必须在 4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冷藏，保质

期 7 天左右。常温奶则采取超高温瞬时灭菌技

术，几乎可以杀灭牛奶中的所有微生物，通常可

室温储存 6个月。

据了解，低温鲜奶可更多地保留多种维生

素，含有丰富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天然活

性物质，钙含量丰富且更易吸收，而常温奶在储

存条件、保质期等方面更有优势。

今后如何推动奶业振兴，满足消费者需求？

当前，我国奶业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

市场的推动和奶业振兴政策引导下，预计未来

10年，国内奶类供给能力将稳步提高，规模养殖

比重不断增长，生鲜乳产量有望明显增加。

杨祯妮表示，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分析，预计

今年我国奶类产量将达 3979 万吨，2031 年预计

奶类产量近 5400万吨。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积极制定并落实奶

业发展相关政策，支持优质饲草料生产、中小奶

牛养殖场升级改造，推进奶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建设试点，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专项资

金向奶农培训倾斜。同时，鼓励支持国内乳制

品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生产奶酪、乳清粉等高附

加值产品，优化乳制品产品结构，并推动婴幼儿

配方乳粉企业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深

入推动奶业发展，满足人们对健康营养食品的

需求。

奶业发展增加“舌尖上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