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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烟火气 找回忙碌劲儿
——来自全国多地加快复工复产一线的报道

上证指数：3068.41点 0.17% 成交2268亿元
深证成指：10912.09点 0.34% 成交3478亿元

创业板指：2303.7点 0.31% 成交1102亿元
沪深300：3830.54点 0.04% 成交1234亿元

100美元 696.5人民币
100欧元 740.14人民币

100日元 5.2811人民币
100港元 89.424人民币

□ 数读财经 12 月 21 日 □ 12 月 21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生产车间加快赶进度，餐饮文旅市场

有序复苏，外贸企业组团出海“招商”……

近段时间，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全国多地密集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更

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烟火气

逐渐回升，忙碌劲儿渐渐回归，复工复产脚

步持续加快。

企业生产、重大项目建
设加速推进

生产车间里，工人们加紧测试履带式全

地形游乐车；库房内，叉车举起成品车辆送

上卡车，准备连夜发运……连日来，山东德

州力维机械有限公司开足马力复工复产。

“我们倡导员工不聚集，并配发了N95
口罩等防疫物资，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

全力推进复工复产。”公司董事长陈良说，

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后，公司有序推动

人员返岗，目前已全员在岗，加班加点抢生

产进度。

随着一系列防疫政策优化调整，各地进

一步提升疫情防控科学性、精准性，企业生

产按下“快进键”，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2月13日，在位于河南省鹿邑县的引

江济淮工程（河南段）清水河赵楼泵站，经

过泵站提升水位后，干净清澈的长江水缓

缓流入鹿邑境内。

“当地政府积极为我们协调解决设备

运输、人员通行等方面问题。各参建单位

实行精准防控管理，努力做到防疫和施工

两手抓、两不误。”河南省引江济淮工程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渊说。

快递物流也在有序恢复。国家邮政局

数据显示，进入 12月以来，邮政快递业加

快复苏，迎来新一轮业务高峰，目前全国单

日揽收量保持在3.6亿件以上；12月1日至

7 日，货拉拉平台整体订单量环比增长

13%。

针对部分地区存在发货较慢、派送不

及时等问题，各地邮政管理部门积极推动

网点解封，邮政、顺丰、京东物流等还在部

分城市开启“夜派”模式，调配各方运力，保

障快件尽快送达。

为助力加快复工复产，连日来，各地持

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甘肃严格落实优

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梳理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白名单”；山西强化复工复产情况调

度，进一步畅通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北京

明确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解除隔离后可返

岗复工，无需进行核酸和抗原检测……

随着政策举措实施见效，多地复工复

产脚步加快。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百强

企业复工复产率达到100%，重庆市重大项

目累计复工率达99.5%，兰州市101家大中

型超市全部复工。

餐饮、文旅市场有序恢复

皮酥肉香的烤包子、香气四溢的大盘

鸡……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一家餐

厅内，服务员正忙着将菜品端上餐桌，进店

就餐的市民自觉保持距离，隔位就座，享受

舌尖上的美味。

“我们提前做好环境消杀，恢复堂食当

天，几位老顾客就来预约了包厢。”餐厅负

责人告诉记者，尽管客流还没有达到正常

水平，但恢复堂食给了员工们很大信心。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优化调整，

近日全国多地陆续恢复餐饮堂食，烟火气

逐渐回升。部分餐饮门店还在美团等平台

上线自提服务，吸引周边居民到店取餐，线

上线下协同发力拓宽销售渠道。

电影市场也在显现复苏暖意——灯塔

专业版数据显示，当前全国营业影院总数

超过 9800家，全国影院营业率近 80%；截

至目前，电影《阿凡达：水之道》票房已突破

4.7亿元。

餐馆、电影院等经营场所有序恢复，带

动一批线下商圈迎来人气回暖。“双 12”大

促当天，位于浙江杭州的银泰百货武林总

店客流有所回升。一家美妆品牌专柜负责

人告诉记者，一早开门营业不久，就卖出了

十几套护肤品。

“刚刚过去的周末，武林银泰的客流、

销售额实现双增长，环比增长均超过

20%。”银泰百货相关负责人说，商场对室

内环境做好消毒，同时提醒顾客规范佩戴

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安心安全购物。

“新十条”发布后，多地旅游市场呈现

复苏迹象。飞猪数据显示，“新十条”发布

半小时，国内机票、酒店实时搜索量及预订

量大幅增长，成都、上海、深圳、杭州、三亚

等城市成为热门搜索目的地，三亚部分酒

店预订量较前一周同期增长超3倍。

记者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了解到，12
月18日，机场执行客运航班起降319架次，

比 12 月 7 日增长 134.56%，旅客吞吐量

42765人次，比12月7日增长186.97%。

作为三亚免票入园的热门景区之一，

三亚鹿回头风景区近期入园人数环比增长

40%左右。“随着政策持续优化调整，游客

出行意愿有所恢复，提振了全行业的信心，

我们将抓住元旦、春节假期机会推出更多

优惠产品，助力行业复苏。”三亚旅文集团

董事长郑聪辉说。

外贸企业组团出海“招商”

每年第四季度往往是外贸企业为订单

忙碌的重要窗口期。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措

施不断优化调整，近日浙江、江苏、广东等

外贸重镇的企业在政府组织下，赶赴欧洲、

日本等地开拓市场、挖掘商机。

“面对面的交流让我们获得了更多订

单。”江苏苏美达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御

说，近期他带着自主研发的便携式发电机

组和便携储能设备，拜访海外客户并参加

了当地的园林机械及工具展，收获3000多

万美元的订单。

“从包机到班机，我们努力满足企业多

样化的出海需求，帮助企业更有效寻求商

机。”南京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南京国际

商务班机创新推出“出海自由行”模式，让外

贸企业根据国外展会时间、客户档期和自身

需求灵活安排时间和行程，同时还能享受通

关保障、优先升舱等“包机式服务”。

外贸企业组团出海，不仅为了“招商”

签单，更为了感受市场的新变化、新脉搏。

与疫情前出国洽谈相比，宁波元盟进

出口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张莉明显感觉到国

际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在变，小批量定制化

已逐渐成为主流。“这次考察回去，我们要

深度扩展原材料品类，生产细节也要随之

调整。”

部分跨境电商平台也推出相应举措，

助力外贸企业“线上出海”。阿里国际站开

启专项行动，计划近期推出至少100场“数

字化混展”为主的海外展会，帮助外贸企业

低成本精准触达海外买家，高效拓展海外

市场。

“随着稳外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国际

航班班次明显增加，我国外贸运行将继续

保持在合理区间。”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

婷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孔张艳 张崇防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三菱商事、伊

藤忠商事、乐天株式会社、日本通运株式会

社……日前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海南自贸港

政策和投资机遇说明会，吸引了50多家日

方机构和企业。

“海南招商团是近三年来第一个拜访

三菱总部的中国招商团。听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情况的介绍后，我们很惊喜。”三菱商

事高级副总裁、全球战略合作部总经理筱

原徹也说，三菱非常看好海南市场，旗下的

罗森便利店进驻海南后，其门店数量已增

至100余家。

除东京外，招商团还在大阪和福冈分

别举行海南自贸港招商推介会，吸引大批

日本企业、机构代表参会，不少人特意从北

海道、高知县等地赶来。

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政

策和举措，打动着日本企业界。日中经济

协会关西本部事务局长今村健二说，今年

1月生效实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为日本企业拓展对华贸易提供

了机会，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让日本企业

在华开展贸易投资大有可为。

随着中国国内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

化，海南、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多地企

业走出国门开拓市场、找寻商机。

“此行最大一单是 2万件羽绒服。”拜

访老客户、约见新客户，在日本东京举行的

亚洲纺织成衣展期间，嘉兴市杉惠服饰有

限公司业务经理华一帆平均每天收到七八

张新客户名片，七天日本之行让他收获了

3000多万元的意向订单。“接下来会进入

打版、核价阶段，如果意向订单能全部敲

定，公司今年销售额可以翻一番。”

据嘉兴市商务局统计，此次赴日的嘉

兴企业实地拜访客户 200余家，开拓和维

护一批新老客户，提振了外贸企业的信

心。参与嘉兴市包机赴日协调事务的田中

角荣文化财团理事王正伟表示，日方很欢

迎中国企业的来访，日本客户都会派出公

司高层，即便在周末也安排时间交流、会

谈。

“12月中旬在沙特举行的中国品牌商

品沙特智造展，有近 40家企业报名，展位

数 66 个，参展人数恢复到疫情前七至八

成。”哈里喜国际会展集团驻华办事处相关

负责人李峰说，“沙特企业非常希望我们中

小企业能把好产品带去参展，年底也正是

境外采购的最佳时节”。

年终岁末，新加坡的会展中也活跃着

中国参展商的身影。亚太区美容展 2022
新加坡特别展上，中国参展商数量超过

200家，业务涉及专业美容、个人护理、代

工生产、包装材料等领域。

参展商碧誉化妆品配件（深圳）有限公

司董事长武江接受记者采访时，刚刚接待

了前来洽商的印度尼西亚客商。他表示，

为了顺应绿色环保理念，这次带来的展品

大多采用可降解材料。展会期间接洽了来

自日本、美国、泰国等国客商。他希望通过

此次参展寻找更多商机，向东南亚、中东等

地区拓展市场。

印尼是金华、宁波等浙江城市在东盟

地区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12月上旬，中

国（金华）-印尼经贸洽谈会、中国（宁波）-
印尼经贸洽谈会先后在印尼雅加达举行。

“浙江企业在印尼投资体量大并取得

了良好效益，也帮助印尼创造了大量就业

机会和税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取

得成功的体现。”印尼浙江总商会会长伍晋

斌表示，浙江两个城市的经贸代表团来印

尼访问，凸显中印尼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经贸洽谈会恰逢其时。印尼约有2.7
亿人口，市场潜力很大。中国商品在印尼

非常受欢迎，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印度尼

西亚零售商与租户协会执行会长弗洛拉·

特佐·普拉维罗向记者表示，印尼商界非常

希望中国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一步密切

双方经贸往来，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已连续 13年蝉联马来西亚最大

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向媒

体表示，大量高、精、尖的中资企业进入马

来西亚，为当地繁荣发展注入活力与希

望。他强调，马来西亚一直坚持多边主义

和自由贸易，马中经贸繁荣离不开中资企

业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中国企业大踏步走进亚洲国家，提升

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近距离抢占商机的

行动和热情不断延续。“多个浙江企业团在

和我们对接来泰投资考察事宜，元旦前后

将陆续抵达。这对于中国企业是一件好

事，对我们这样的海外园区也是重大利

好。我们正积极做好各方面准备迎接中国

企业！”泰中罗勇工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总裁

赵斌期盼着中国企业团到来。

“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全球增长最

大最快的消费市场。”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

研究中心理事长许庆琦告诉记者，依托

RCEP等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中国和东盟可

通过扩大产能合作，延伸产业链与供应链。

展望 2023年，陆兆福表示，相信马中

多领域交流与务实合作将不断深化，经贸

合作亦将克服疫情影响保持稳定发展的势

头，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贸合作正描绘更加

美好的蓝图。

（参与记者：欧阳迪娜、钟雅、李晓渝、

余谦梁、毛鹏飞、王亚光、杨光、魏董华）

（新华社香港12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

近期，欧洲多国密集接待中国多个省

市的商务代表团，见证中欧企业积极拓展

合作机会。一些欧洲企业和机构负责人

表示，中国商务代表团的到访为中欧地方

经贸合作提供了更直接的交流机会，期待

尽早到中国实地考察，拓展合作商机。

12月以来，由江苏省南京市投资促

进局牵头的境外招商团前往德国、法国，

开展近三年来首次在欧洲招商活动。代

表团积极拜访当地政府部门，与西门子、

阿迪达斯、博世、默克集团、迪卡侬等十

余家德法头部企业合作洽谈，举办多场

线下推介和交流活动，签署多项合作备

忘录和意向协议。

博世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许克·托马

斯代表博世集团接待了代表团一行。参

加招商活动的博世有关负责人告诉新华

社记者，南京拥有庞大的市场与很强的

产业链供给能力。博世代表已三年没有

去中国，期待尽快前往中国实地考察，考

虑新增投资、扩大产能。

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

长博喜文参加了法兰克福南京企业交流

会。他表示，中国商务代表团到访为欧

洲企业提供了面对面沟通机会。

金斯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物

制剂和基因业务发展总监贝尔坎·于纳尔

表示，很高兴在德国欢迎来自中国的商务

代表团，线下贸易交流会为推动发展中德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提供良好契机。

法国优尼特尔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

埃里克·古皮表示，中国商务代表团的到

访有利于增进企业对南京投资环境和政

策支持的了解，正考虑下一步国际化战

略布局，围绕生产线扩能等相关准备，带

动更多上下游企业落地南京。

12月中旬，苏州赴欧招商团在巴黎等

地举办相关推介会。据初步统计，苏州赴

欧招商团队共举办、参加招商会29场，合

计达成意向投资总额59.54亿美元。

参加推介会的法国财政部前副部

长、凯辉基金管理合伙人布鲁诺·贝扎尔

表示，苏州赴欧招商在巴黎取得很大成

功，相信会有更多法资企业去苏州投资。

“法国人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我们一直支持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很

多法国大公司把中国视作未来发展战略

的重要部分。今天的见面很好，未来再

见面的时候会更好。”贝扎尔说。

浙江省嘉兴市商务代表团日前赴德

国、法国，共开展各类商务活动 16 场

（次），拜访 30余家企业和有关机构，并

已有项目达成投资意向。一些明年一季

度订单不饱和的企业，赴欧参加相关招

商活动后订单明显增加，已排单至明年

二季度。

嘉兴市商务局负责人表示，此次出

境考察，得到了对方高规格接待，体现了

欧洲国家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重视。“我们

所拜访的客户，各公司都是高管会见，他

们表达了对项目增资上新的意愿。”

浙江上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此次赴

欧期间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相关展会，

初步谈下约 3000 万元人民币的订单。

该公司销售中心欧洲区经理王继峰介

绍，公司的波兰老客户原本不计划参展，

得知中国公司赴欧后特地到展会现场，

“就是为了见我们”。

“新老客户都有，很多客户是公司领

导来洽谈，当场拍板。这比通过邮件电

话远程沟通效果好得多。”王继峰说。

（参与记者：刘芳、魏董华、于佳欣、

郭雨祺、杨绍功、杨骏、乔本孝）

（新华社布鲁塞尔/杭州12月21日电）

青岛某出口型服装企业正在加紧赶制订单，满足海外市场需求。 □新华社发（梁孝鹏 摄）

“我们很惊喜”
——亚洲多地感知中国经济的有力脉动

“期待尽快前往中国实地考察”
——欧洲欢迎中国商务代表团密集造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