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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政策、复工复产措施加快落地

多项指标显示长三角经济逐步回稳、加快复苏

上证指数：3409.21点 0.89% 成交5255亿元
深证成指：12982.69点 1.23% 成交6957亿元

创业板指：2840.42点 0.35% 成交2409亿元
沪深300：4490.52点 1.04% 成交3616亿元

100美元 669.3人民币
100欧元 707.94人民币

100日元 4.9434人民币
100港元 85.305人民币

□ 数读财经 6 月 28 日 □ 6 月 28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随着一系列稳增长政策和复工复产措

施加快落地，一度遭受疫情冲击的长三角

地区多项经济指标恢复向好，显示长三角

经济正逐步回稳、加快复苏。

实物量指标回升折射
经济加快复苏

用电量、货运量等实物量，是观察经济

景气的重要指标。

数据显示，6月以来，随着上海全面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市用电水平加速回

升。6月前三周，上海全社会用电量已恢

复至去年同期的 92.48%，周用电量环比平

均增幅达 10.85%，明显高于 5月的 2.67%。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用电已恢复至去年同

期水平的99.59%。

随着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长三角地区经济恢复的步伐正在加

快。

位于上海市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理

想晶延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里，工人正马不停蹄抢生产、赶进度。目

前公司今年订单量已超去年全年。

理想晶延长期深耕高效太阳能电池工

艺设备。公司总经理奚明说，除了生产线

员工，60多名研发人员自 6月 1日起也全

部到岗，着力推动公司核心技术在相关领

域拓展延伸。

目前，上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

专精特新小企业复工率、超市卖场营业率、

重点电商平台大仓开业率均已达到或接近

100%；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全网络已恢复

正常运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近日表

示，江苏、浙江、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

工达产情况好于预期。

实物量指标回升显示出长三角地区加

快恢复的活力——

江苏省5月用电量虽同比下降3.99%，

但增速比 4月回升超 7个百分点，其中，苏

州市5月工业用电量较上月增长26.5%，恢

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1 至 5 月，安徽省用电量同比增长

8.61%，增速位列全国第二，5月安徽物流

业景气指数为 50.8%，重回景气区间，较上

月上升8.7个百分点；

浙江省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长4.6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港口数据同样折射回暖趋势。继4月

首次突破“300万标箱”大关后，宁波舟山

港5月集装箱吞吐量超330万标箱，同比增

长超 16%，创历史新高；今年前 5个月完成

货物吞吐量近5.3亿吨，同比增长4%。5月
份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340.96 万标

箱，日均环比增长 7%，呈加快恢复性增长

态势。

保畅稳链为工业经济
恢复持续加力

上汽集团近日宣布，上汽乘用车、上

汽大众、上汽通用三大在沪整车厂单日产

量达 1.3万辆，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正常水

平。其中，上汽集团临港乘用车工厂已启

动双班制生产，每天可下线 900 多辆整

车。

自 4月 19日正式复工复产以来，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产能利用率已恢复至

100%。今年前 5个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累计交付量超过 21 万辆，同比增长超

50%。

长三角是全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

随着一系列保畅稳链措施加快落地，长三

角汽车产能逐步释放，带动上下游零部件

配套企业加快恢复生产。

江苏建立跨部门、跨地区联络机制，帮

助全省超 130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全面复

工，并带动全国 60 余家整车企业恢复生

产。

浙江启动汽车产业链保障应急工作机

制，梳理形成“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白名

单”企业 601家，摸排建立“浙江省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企业214家，

安排专人对相关整车及零部件企业诉求事

项逐一协调落实。

数据显示，江苏重点整车企业 4月份

产量下降 50%，5 月迅速反弹，环比增长

136% 。 浙 江 整 车 产 量 5 月 环 比 增 长

55.52%，同比增长13.02%。

汽车产业是长三角地区工业加快恢复

的缩影。长三角三省一市近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5月份安徽和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均实现由降转增，同比分别增长 5.2%

和 1.5%。江苏因跨行政区产业链不畅造

成的停产减产问题基本解决，5月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1.1%，降幅较 4月收窄

11.2个百分点；上海市规上工业增加值降

幅也较4月收窄31.7个百分点。

物流保通保畅对于产业链供应链加快

恢复十分关键。

最近，安徽合肥一批货值25万美元的

家电产品，在合肥港经水路抵达上海洋山

港后直接出口。

长三角“联动接卸”监管作业模式为稳

外贸提供新路径。据洋山海关调研，按“联

动接卸”模式，每个出口集装箱可降低物流

成本约400元。

中欧班列为长三角保畅稳链提供稳定

支撑。今年前 5个月，长三角铁路共开行

中欧班列 1135列，同比增长 8.8%，发运货

物 11.0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6.5%，总体呈

稳中有升态势。其中，5月份开行 235列，

环比增长12.4%，同比增长14.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5月份长三角地

区货物贸易进出口环比增长近 20%，进出

口明显恢复。

据了解，铁路部门自 6月 10日起持续

加大长三角地区运力投放力度，重点增加

上海地区列车运行班次，逐步实现开车正

常化。

重大项目加快落地提
振经济活力

6月 16日，2022上海全球投资促进大

会举行，总投资 5658亿元的 322个重大产

业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和签约项目数量

均超过去年。

加快复苏的长三角，以产业项目和基

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为稳经济、谋长远夯实

基础。

塔吊高耸，机器轰鸣，工人紧张忙

碌……自 5月 23日正式复工以来，位于苏

州工业园区的沛嘉医疗全球总部基地建设

按下“快进键”。

今年1至5月，江苏省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 12%，450 项省重大工业项目完成投资

1186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的 45%；铁路、

公路、水运、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约

15%，一举扭转前4个月交通基础设施投资

负增长的态势。

6月 10日，江苏南通如皋斯堪尼亚商

用车项目启动建设。作为我国放开汽车制

造外资股比限制后首批商用车外商独资项

目，项目将建设年产5万台重卡生产基地、

发动机工厂和研发中心。

跨国农产品巨头嘉吉公司 6 月 20 日

宣布，将投入近 3000 万美元，在浙江省

平湖市建立该企业首个风味糖浆创新

生产基地。“中国是未来最有吸引力的

食品配料市场之一。我们在中国发展

的决心没有改变。”嘉吉中国区总裁刘

军说。

今年 1至 5月，江苏省实际使用外资

176.8亿美元，同比增长31.5%。

（记者：安蓓 何欣荣 陈刚 屈凌燕）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新华社记者 张思洁 王皓

赵英博

近两年，多个部门、相关企业大力

推广可循环快递包装，加快快递包装

“绿色革命”。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在

消费者收到的快递中，纸箱、泡沫箱、

塑料袋等传统包装占据主流，可循环

快递包装日常生活中仍很少见到。

投入量越来越多，终
端消费环节仍少见

2020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

家邮政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意见》，提出

到 2025年，全国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

规模达 1000万个，快递包装基本实现

绿色转型。

统计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

循环中转袋全网应用率达 93.8% 。

2022年第一季度，可循环快递箱（盒）

应用规模达到758.69万个。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多家快递

企业已推出可循环快递包装。中通快

递现阶段使用较多的循环中转袋，大小约

等于普通编织袋，可循环 50次以上，高于

普通编织袋的1至3次使用寿命；在山西省

的年均使用量为500万至600万次。

“2018年，顺丰快递推出‘丰BOX’循

环包装箱，目前我们主要用于寄送衣服、

鞋类等物品。”山西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凯说。

京东研发的循环快递箱“青流箱”，目

前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30余个城市常

态化使用。京东在生鲜业务中全面使用

可折叠保温周转箱替代一次性泡沫箱，

2021年共计使用6000余万次。

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1083.0亿件，同比增长

29.9%。相比庞大的快递总量，可循环包装

占比相对较小。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只有少数消费者

在个别品类商品中使用过此类包装，不少消

费者在生活中“从没用过可循环快递箱”，很

多快递员也表示“没见过这种包装”。

多位业内人士解释，目前，可循环包

装多用于政府采购、电商平台供货等B端

客户，到C端客户的相对较少。

回收成本高，实现循环难

记者调查发现，可循环快递包装成本

高于普通包装，在物流终端“最后一公里”

回收存在困难，导致推而不广，市场认可

度较低。

中通快递山西管理中心总经理赵晓

龙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中通快递单价

36.5元的循环箱为例，在循环 50次后，单

次成本可降至 0.73元，低于与其尺寸相近

的 4号箱成本。“但在回收过程中，循环箱

会产生人工操作、扫描、车辆运输等额外

费用，无形中加大了快递网点的成本压

力。”

事实上，此类包装在实际生活中的循

环情况与最初设计相去甚远。西安市一

家物流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此前曾

在一段时间内推行过循环箱，但是很难达

到设计的循环次数。

“虽然快递员反复说明要把箱子退回

来，但很多用户并不习惯，想自己留着用

或者卖废品。还有用户担心使用次数一

旦多了，循环箱不干净、不结实。”这位负

责人表示，可循环快递箱的破损率和丢失

率较高，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不得不把重

心转移到回收效率更高的B端客户。

除材料成本外，由于“最后一公里”配

送以“求快”为首要原则，高昂的时间成本

也让很多快递员对循环箱“爱不起来”。

一位从业者向记者举例，一名经验丰

富的快递员单日可派件 200件左右，按工

作 8 小时计算，单件派送时间约为 2.4 分

钟，而循环箱由于需要用户当场拆箱再进

行回收，派送时长平均为 8分钟。同等条

件下，循环箱快件的派送效率只有普通快

件的三分之一。

在不少消费者看来，使用可循环快递

箱意味着“麻烦”。通常情况下，此类包装

需要用户现场拆箱取货，再由快递员将包

装箱带走回收利用。一些消费者出于隐

私考虑，不愿意现场拆箱。

对于学生族、上班族而言，取件时间

受限，大部分快递只能被投递在驿站或快

递柜。“下班后回家拆箱签收，再等快递员

上门来取。”曾使用过循环快递箱的西安

市民杨女士表示，使用循环快递箱“有点

折腾”。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整体的快

递流通趋势是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逆

向物流存在困难，导致大量循环箱在使用

后无法再次回到物流网中重复利用。

畅流程、除壁垒，走出
循环“死胡同”

自 2021年 3月 12日起实施的《邮件快

件包装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寄递企业应

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

物，鼓励寄递企业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回

收流程，对包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加快快递包装

循环利用，实现绿色、环保、节约的目标，

需要生产企业、寄递企业、用户等共同努

力。

目前，业内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的可

循环快递包装生产和回收流程。虽然多

家快递企业已推出各自品牌的可循环快

递包装，但是在生产、使用和回收再利用

环节，循环箱只能在企业内部的物流链条

中流动，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循环包装的使

用成本，也限制了覆盖面。

陕西科技大学包装工程系副教授李

志强表示，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协调物流领

域主要企业形成统一的循环包装运营模

式，“只有打破业内壁垒，才能让循环包装

真正走入循环”。

业内人士建议，建立大数据平台，完

善可循环包装全生命周期的信息追踪，使

包装逆向物流或就地处置成为可能；在社

区、高校内增加可循环包装回收点，做好

循环箱的回收、清洁和消杀工作，减少损

耗率和丢失率。此外，对环保包装生产企

业给予适当支持，提高全社会对可循环快

递包装的认可度，让循环包装真正走进千

家万户。

（新华社西安6月28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王悦阳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 28日

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22年6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

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20元和310元。

这是今年以来我国第二次下调汽

油、柴油价格。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

负责人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

大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

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

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地相

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力度，严

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策的行为，

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费者可通过

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法行为。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

计，短期内国际油价将仍会维持在较

高水平。

可循环快递包装“最后一公里”如何打通？

推进绿色转型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涉企违规收费专项
整治行动部署开展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涉企违

规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全国电视电话会

议28日在京召开。工信部副部长徐晓

兰表示，将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

治行动，全面排查交通物流、水电气

暖、地方财经、金融等领域涉企违规收

费问题，坚决整治涉企“三乱”行为。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聚焦

重点领域分别制定详细周密的行动方

案，坚决整治涉企乱收费、乱罚款、乱

摊派。重点查处落实降费减负政策不

到位、借疫情防控违规设立收费项目、

不按要求执行国家和地方已出台惠企

收费政策等行为。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严格遵

守专项整治时间节点，扎实完成各阶

段工作任务。加强督导检查，将整治

情况和成效作为全国减轻企业负担综

合督查和企业负担调查的重要内容，

搜集企业对违规收费问题的反映，跟

踪专项整治行动的成效，推动问题解

决。强化协同配合，层层压实责任，形

成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设在工信部。各省（区、市）

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联席会议）负

责同志，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商务部、人民银行、

民航局及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同志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汽油、柴油价格下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