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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宁 2 月 22 日电（记
者王念、覃星星、麦凌寒）作为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节点，位于广西
南部的北部湾畔一派繁忙景象，满
载货物的巨轮不断驶进港口停泊，
汽笛声、轮轨声交错。百舸争流，奋
楫者先。今年 1 月以来，北部湾港
货运再上新台阶，实现起步提速、开
局争先。

港口运输实现“开门红”

　　南国春早，万象更新。记者在防
城港码头看到，林立的塔吊下，装卸
货物的车辆有序进出。北部湾港防
城港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志仁
介绍，在去年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
分别同比增长 15.6%、42.8% 的基
础上，防城港码头今年 1 月延续良
好的发展势头，完成货物吞吐量
1036 万吨，同比增长 13%；其中集
装箱吞吐量 5.8 万标箱，同比增长
41%。
　　 1 月 10 日，在北海港铁山港
区顺利靠泊的、长 229 米的“黄龙”
镍矿船和“麦尼卡”大豆船，成为北
海港历史上靠泊的最大船舶。北部
湾港股份有限公司北海港分公司副
总经理罗远福告诉记者，在连续两
年保持同比增长 30% 以上的基础
上，北海港集装箱吞吐量今年 1 月
继续高歌奋进，同比增长 31.5% 。

“我们将进一步整合港区铁路、港
口、航运等资源，加快推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罗远福说。
　　今年以来，北部湾港克服航道
施工等因素影响，以时不我待的精
气神做好生产组织工作，更新升级
港口硬件设施，推动港口生产作业
能力和货物通过能力再提升。1 月
26 日，北部湾港防城港港区第三条
进港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运营，防
城港码头新增一条集疏港“快速通
道”，助力作用明显。
　　尽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北部湾港 2020 年的发展仍然成绩
喜人，集装箱吞吐量一举突破 500
万标箱，同比增长 32.23% ，增速稳
居全国沿海主要港口第 1 位。今年

开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公司在北部湾港 3 个港区完成货
物吞吐量 2199.22 万吨，同比增长 12.27%。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46.82 万标箱，同比增长 37.59%。
　　面朝蓝色海洋，黄志仁告诉记者，仅在防城港港区，目前就
有 3 个 20 万吨级泊位在建，1 个 30 万吨级泊位正在进行前期
工作。黄志仁说：“这是一片充满希望的海域，潜力无限，未来可
期。”

铁路货运量节节攀升

　　记者在钦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港口作业区看到，即将发往
各地的集装箱堆积如山，工人正忙着进行装车作业。
　　广西沿海铁路公司坐拥北部湾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地铁
路货运资源。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引擎”的强力驱动下，公司步
入发展“快车道”，年发送货物量从 2016 年的 3963 万吨增长
到 2020 年的 6223 万吨，新年伊始，更是呈现欣欣向荣的
景象。
　　截至 1 月 31 日，负责钦州、北海两地铁路货运的钦州车务
段今年累计发送货物 162 万吨，同比增长 20.0%。“为适应货主
需求，我们不断优化货运班列开行方案，提前备足空车，全力满
足节前企业装车需求。”钦州车务段副段长黄光辉说。
　　在北海铁山港火车站，一列列满载的列车从进港铁路专用线
不断驶出。随着这条专用线 2020 年 4 月开通，北部湾重要港区
实现进港铁路的全覆盖。铁山港火车站站长谢德华说，目前货主
的装车周转时间压缩 6 小时，企业物流成本每吨可降低 10 元。
今年 1 月，铁山港港口铁路发运量完成 16.6 万吨，相当于去年全
年的 57.8%。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节点，2019 年 6 月，钦州铁
路集装箱中心站的集装箱年装卸能力由原来的 15 万标箱跃升
至 105 万标箱。中铁联合国际集装箱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铁成介绍，中心站计划配置 6 台远程自动化龙门吊，预计今年 6
月具备自动化作业条件，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

有效衔接的海铁联运体系加速成型

　　得益于西部陆海新通道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北部湾沿海
有效衔接的海铁联运体系正加速成型，助力“一带”与“一路”紧
密衔接，物流规模逆势大幅增长。
　　广西沿海铁路公司运营部副部长宋世军介绍，西部陆海新
通道海铁联运班列线路从最初的“渝桂新”1 条线到常态化开行
6 个方向，开行数量从最初每周 1 列增至每天 10 列以上。今年
1 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持续发力，累计到发班列 456 列，同
比增长 128%。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黄文川介绍，目
前北部湾港陆路与欧洲国家连通，海上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连通，海铁联运班列去年开行 4607 列，同
比增长 105% ，开行数量超过前 3 年总和。同时，常态化开行广
西至越南、泰国、老挝、柬埔寨 4 条跨境公路班车运输线路。
　　海铁联运班列不断增加，货物品类也有了变化。作为钦州港
火车站的一名调车机司机，程玉刚负责为站内货运车辆分解或
连挂，编组成列后发往各地。“货运量逐年增加，20 多名司机连
轴转还是忙不过来，现在站内司机增加到 40 人。”他告诉记者，
列车上的货物也从之前的煤炭、矿石变为如今的电子设备、汽配
零件、服装衣帽等多种货物。
　　记者从广西沿海铁路公司了解到，近年来，铁路运输的品类
不断丰富。广西沿海铁路承运种类由少数几种逐渐增至 300 多
个品类，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运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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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22 日电（记者范
世辉、白明山、吉宁）凌晨 4 点，大多数人
还在熟睡，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物流园（以
下简称河北新发地）已是车来车往，满载着
果蔬的物流车辆有序排队进场，园区内的
经销商和采购商各自忙活着，果蔬从这里
源源不断地运往京津冀市场……
　　“2014 年 2 月，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
战略的提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河北新
发地总裁魏树俭说，2015 年，河北新发地
承接了北京的果蔬批发业务，正式运营。经
过多年发展，由之前“一对一”承接北京新
发地的思路，转变为“一对多”打造北京农
批市场转移的承接平台。
　　如今，河北新发地已经成长为南菜北

运的重要枢纽，覆盖京津冀以及东三省、内
蒙古、山西等地。
　　上午 9 点，瓜类交易区依旧繁忙，一
袋袋大冬瓜、贝贝瓜、板栗瓜，整整齐齐码
放着，工作人员搬运、装车，短驳车不停地
驳运着。
　　在大润发北方集采中心，分拣工作人
员正在将一捆捆新鲜的叶菜分拣包装，站
台前停放着来自各分店的采购车，搬运工
人们把站台上分拣好的果蔬搬运到车上。

“一两个小时后，这些果蔬就和消费者见面
了。”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平时能保供、战时能应急，悄然间崛
起、关键处管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河
北新发地在保供稳价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2020 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河北新发地积极组织货源，坚
决抵制哄抬物价，稳稳托住了京津冀百
姓的菜篮子，还组织了大批农产品物资
驰援湖北孝感等战“疫”一线。
　　 2020 年 6 月，北京部分农批市场
暂时关闭。河北新发地作为保障北京农
产品安全稳定供应的“大后方”，积极筹
备保障北京蔬果供给。
　　魏树俭说，市场成立专门工作小
组，定时统计市场吞吐情况，并在全国
范围内与政府和产地对接，接洽更多主
产区的货源，保障市场供应量。同时设
立了 5000 万元专项基金支持商户补
货，还加强了食品安全检测确保安全

供应。
　　 2021 年初，石家庄疫情发生后，河
北新发地积极响应，第一时间行动，发挥
中转集散、产地货源等优势，保障石家庄
百姓菜篮子不断档。
　　在园区应急储备库，一箱箱果蔬整
齐码放。魏树俭介绍，河北发生新一轮疫
情后，他们随即启用了应急储备库，最高
存储量可以达到 8 万吨，充足的储备不
仅可以满足市场供应，也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菜篮子”都装啥？河北新发地数给你看

　　新华社上海 2 月 22 日电（记者潘清）
首只“1 元退市股”锁定，新年以来 50 多
家公司密集警示退市风险……
　　落地仅两个多月，“史上最严”退市新
规已经开始发威。针对“出口关”的制度完
善，究竟能帮助 A 股扫出几多“雷”？

首只“1 元退市股”锁定

50 多家公司提示风险

　　 2 月 22 日，*ST 宜生股价已连续第
20 个交易日在 1 元以下徘徊，将成为退市
新规下首只触及“1 元退市”交易类指标退
市的个股，且没有退市整理期。
　　除了首只“1 元退市股”，2021 年以来
还有 50 多家上市公司相继向投资者提示
退市风险。其中，仅 1 月 30 日就有 30 多
家公司同步发布关于可能被实施或继续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
　　警示退市风险的公司中，除了“披星戴
帽”的 ST 家族，也包括了不少新面孔。西
域旅游 1 月 28 日发布提示性公告称，经
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 2020 年度扣非
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85
万 元 至 - 6 1 8 5 万 元 ，预 计 营 业 收 入 为

4900 万元至 5080 万元。根据退市新规，
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
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公司 A 股股票
将在年报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值
得注意的是，西域旅游发布上述公告时，距
其登陆创业板尚不足半年。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

“入口多元”匹配“出口畅通”

　　 2020 年最后一天，沪深证券交易所
退市新规正式落地。体现注册制基本理念，
新规着重建立与“入口多元”匹配的“出口
畅通”。
　　退市新规对原有交易类、财务类、规范
类、重大违法类等四类强制退市指标逐一
进行了完善，包括将原“面值退市”的交易
类指标修改为“1 元退市”，同时新增“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人民币 3
亿元”的市值指标；财务类退市标准采用营
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的组合指标；规范类
指标新增信息披露、规范运作存在重大缺
陷且拒不改正，半数以上董事对于半年报
或年报不保真且限期内不改正两类情形；
重大违法类指标完善“造假金额+造假比

例”退市标准。
　　财务类指标全面交叉适用打击规避
退市，取消暂停上市和恢复上市环节……
全面优化指标体系的同时，退市新规强
调严格退市执行、提高退市效率，以坚持

“应退尽退”被各方冠以“史上最严”。
　　对于已步入而立之年的新中国证券
市场而言，新陈代谢机制失灵一直是其难
言之痛。标准不可谓不严，但总有一些公
司通过粉饰报表、突击重组侥幸“过关”；
执行不可谓不力，但冗长的退市流程依然
令 A 股市场滋生“死而不僵”的怪相。
　　万得统计显示，截至 2020 年末 A
股市场先后有 127 家公司退市。剔除证
券置换、私有化、吸收合并等情形后，因
触及各类指标而退市的公司仅为 80 家。

A 股市场几多“雷”？

扫扫更健康

　　“最严”新规之下，A 股市场究竟有
几多“雷”？
　　除*ST 宜生外，截至 22 日*ST 成
城收报 0.72 元/股，连续 18 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 1 元，即使未来两个交易日连

续涨停，也无法摆脱退市命运。此外，还
有多只个股在“ 1 元退市”生死线上方
徘徊。
　　新年以来发布退市风险警示的 50
多家公司中，大多预计 2020 年“扣非后
净利润为负”且“营收低于 1 亿元”，从而
触及相关组合退市指标。以往每到年关
便纷纷上演的突击交易规避退市，将因

“财务指标和审计意见类型指标交叉适
用”偃旗息鼓，意味着未来可能有更多公
司踩中“红线”。
　　万得统计显示，2020 年至今 50 多
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包括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操纵证券市场等
情形。123 家公司近一年信息披露、运作
存在重大缺陷。预计其中部分公司将因
触及规范类或重大违法类指标而退市。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战略发展研
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周荣华看来，作为资
本市场的两大基础性制度，新一轮退市
制度改革和注册制改革首尾呼应，将在
拓宽入口的同时，通过“扫雷”畅通出口。

“A 股‘不死鸟’现象终成历史，将助力
中国资本市场构筑更健康生态。”周荣
华说。

“最严”退市新规发威，扫出 A股几多“雷”？

京津冀协同发展“七年新变”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
机厂汽轮发电机分厂党
总支副书记宋文寰说，
今年的生产任务较为繁
重，一些国家重点项目、
重点设备在春节期间也
基本处于生产状态。在
电机厂，选择就地过年
的外地职工有近百人。
春节前夕，电机厂给他
们每人发放了数百元的

“暖心红包”，另外还有
食品大礼包。让职工过
好年，还要保证企业生
产。 （记者强勇、王松）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2 月 22 日，在哈电
集团哈尔滨电机厂生
产车间，工人在进行生
产作业。
  近日，我国生产大
中型发电设备的重点骨
干企业——— 哈电集团哈
尔滨电机厂，节后全面
复工，在严格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加紧生产，保障重点项
目产品完成进度。
       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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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记者刘硕、
陈菲）剑指“网红代言”“直播带货”……全
国检察机关针对网络销售新业态涉及的食
品安全问题开展专项监督，通过公益诉讼
紧盯网络食品销售等领域的问题。这一举
措如何更深、更实、更有效？记者就此采访
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据了解，各地检察机关自活动开展以
来，通过调查走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获
取问题线索，并与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协同，
有效监督解决了一批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末，全国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守护美好
生活”专项监督活动中共受理案件线索
3.4 万余件，立案 3 万余件，其中涉及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立案 7569 件，包括农贸市
场及超市农产品食品违法类 4718 件、网
络食品违法类 1887 件、保健食品违法类

964 件。
　　其中，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的举措堪
称典型。北京铁检院通过媒体报道等渠道
了解到，一些直播、短视频平台内部分用户
通过“直播带货”“视频推荐”等方式销售没
有食品标签、生产许可证编号不真实等“三
无”食品，在食品销售详情页面对成分或者
配料表、净含量、生产日期、生产者的名称、
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等信息也未予
明示。
　　而部分用户在通过直播、短视频的形
式展示所销售的食品后，在个人主页标明
微信号或其他联系方式要求线下交易，以
逃避平台对交易的监管。
　　了解到这些信息，再结合北京市消费
者协会、“12345”热线等投诉举报信息，北
京铁检院即刻立案开展调查。
　　直播卖货时长动辄数小时，销售商品

多达几十个，中间夹杂的违法行为具有
相当的隐蔽性。个别违法者为了逃避监
管，刻意对违规信息以错别字或者拼音、
谐音代替，增加了信息搜寻难度。同时现
有技术条件也无法实现对直播、短视频
内容的自动筛选和提取。
　　面对这些难题，北京铁检院迅速圈
定重点人群，重点关注违法行为多发的

“网红食品”“手工自制食品”领域，用关
键字检索锁定部分主播，综合运用录
屏、截图、录音、人工记录等多种方式固
定证据。同时，检察机关还把主播引导
线下交易以逃避监管等存在监管漏洞
的行为纳入监督视野。
　　随后，北京铁检院发出检察建议，督
促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对
平台内直播电子商务行为监管力度。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商户、用

户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了更新食品经营
许可信息、下架商品、下线商户等整改措
施，并开展了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
动，约谈短视频平台加强整改，要求辖区
内 13 家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全面开展
自查自纠。
　　检察机关还与市场监管部门共同引
导在京短视频行业领域龙头企业联合制
定并签署《网络直播和短视频营销平台
自律公约》，压实平台管理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厅厅长胡
卫列表示，最高检将网络销售食品外卖包
装材料不符合规定，“网红代言”“直播带
货”等涉及食品安全问题等作为专项监督
活动的重点监督领域，旨在引导各级检察
院全面依法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责，督促
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对相关违法行为依法
严肃查处，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亮剑，公益诉讼剑指食品“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