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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3月4日
电（记者张辛欣、王雨萧、谢
希瑶）春节过后往往是家
电零售的淡季，然而近日，
美的等主流家电品牌纷纷
发布涨价公告，产品涵盖
冰箱、洗衣机等多个领域。
家电市场为何“涨声”不断？
　　其实，国内家电产品
全面涨价在去年已露端
倪。奥维云网监测数据显
示，2020 年下半年以来，
国内多个品类家电价格出
现上涨势头。截至 2020
年 12 月，线上市场中，彩
电均价同比涨 27% ；空调
均价同比上升 19.3%。
　　“去年下半年彩电价格
涨了 3 轮，这两天接到公司
通知，空调、冰箱等品类马
上也要上调价格。”北京一
家家电卖场导购对记者说。
　　采访中，多数专家认
为，造成家电涨价的直接
原因是原材料价格上涨。
　　专家表示，受疫情影
响，全球供应出现结构性偏
紧，导致大宗金属原材料价
格上涨。而 2020 年上半年
国内市场消费乏力，家电企
业纷纷让利促销，各类家电
均价下降。此后随着国内市
场需求逐步恢复，叠加原材
料价格持续走高，导致家电
价格出现调整。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了解到，近期国内钢材
价格指数持续走高。2 月 22 日至 26 日中国
钢材价格指数为 131.36 点，较此前一周上涨
3%。宝钢股份最新一周数据显示，镀锌、彩涂
等家电行业消费较大钢材品种价格均有所
上涨。
　　“部分家电原材料成本占比可达 7 成
以上。核心原材料价格上涨，势必带来成本
压力，导致部分家电产品价格波动。”中国
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说。
　　芯片的供应趋紧，也会影响到终端产
品的价格。
　　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黄利斌此前表示，
疫情带动了线上需求，全球主要集成电路
制造生产线均出现产能紧张的情况。
　　彩电行业因上游面板价格影响，同样
出现波动。
　　国内四家主流面板厂 2020 年净利润均
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TCL 华星全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超过 140%。大尺寸显示业务主
要产品价格自 2020 年第三季度持续上涨。
　　除了原材料、中间产品涨价外，多数家
电都会不定期对产品进行更新换代和性能
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价格上涨。
　　以空调为例，去年 7 月新能效标准实
施后，对空调能耗、性能等提出更高要求，
生产成本也会相应提高。此外，人工、运输、
物流等成本上升，也成为助推家电价格攀
升的因素。
　　“涨声”之下，未来家电价格走势如何？
　　某券商家电行业分析师表示，从基本
面判断，目前原材料处在价格高位，短期内
会带来销售端价格上浮。长期来看，家电价
格走势与全球疫情发展紧密相关，如果疫
情逐步好转，原材料供应趋稳，那么家电价
格也有望趋于稳定。
　　“2021 年，全球 LCD TV 面板行业
将步入并购后的调整年，随着厂商集中度
提高，面板市场秩序将趋于理性，彩电价格
波动趋于平缓。”这位分析师说。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约有 879
万家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包含“家电、家用
电器”的家电相关企业。2020 年新增 237
万家家电相关企业，同比增长 9.6%。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家电行业市场优
胜劣汰会加剧。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家电企
业需要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以创新供给
来赢得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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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3 月 4 日电（记者王默玲）
随着国际油价的上涨，3 日新一轮国内成品
油调价窗口开启，成品油价迎来“八连涨”。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息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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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 月 3 日 24 时
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 260 元
和 250 元。据了解，这是自 2020 年 11 月以
来，国内成品油价格连续经历的第八次上
调，也是自 2013 年 3 月 26 日成品油新定价
机制实施以来的首次“八连涨”。
　　 2021 年以来，我国已经历了 4 轮成品
油调价。经过本轮上调之后，2021 年成品油
调价呈现“四涨零跌零搁浅”的格局，折合 92
号汽油每升累计上调 0.61 元，0 号柴油每升
累计上调 0.65 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变化率呈
现正向波动，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此前部分
产地的寒潮天气导致原油产量下降，而全球

市场信心进一步提振等多重因素也推动了
油价上涨。
　　“本次调价之后，折合 92 号汽油每升
上调 0.20 元，0 号柴油每升上调 0.21
元。”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雯雯表示，
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用柴油价格在每
升 6.6 元至 6.7 元，92 号汽油零售价格在
每升 6.6 元至 6.8 元，“以油箱容量 50 升
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这次调价后，车主们加
满一箱油将多花 10 元左右；按市区百公
里耗油 7 升至 8 升的车型，平均每行驶
1000 公里费用增加 14 元至 16 元。而对
满载 50 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平均
每行驶 1000 公里，燃油费用增加 80 元左
右。本次调价对于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来
说成本增加。”
　　蚂蚁物流一位司机表示，他的货车一
次加柴油 400 升，可以跑 1500 公里左右。

预计这次调价后，每箱油成本增加约 84
元，“我赶在油价调整前去加油站加了一箱
油，近几个月以来，油价一直在涨，但目前
并不打算调整物流价格，我还想看看后续
的市场变化。”
　　从批发方面来看，近期汽油和柴油均
受国际油价强势表现带动，市场看涨情绪
依然明显。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戴田东
表示，春节过后，国内成品油需求陆续恢
复，虽不及预期，但市场参与者对后市持看
好态度。因此在本周期内国内主营单位成
品油批发价呈现不断上涨走势，累计涨幅
每吨超过 500 元，部分地区油价涨幅每吨
高达 800 元。
　　油价上涨也带动下游化工产品价格的
提升。中银证券发布的报告显示，2 月 22
日至 28 日一周间，其跟踪的 101 个化工
品种中，共有 63 个品种价格上涨，7 个品

种价格下跌，31 个品种价格稳定。全球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下游需求恢复，今年的旺
季可能已经提前到来，3 月份部分化工品
价格或将继续上扬。
　　上海一家石油化工企业负责人表
示，今年化工行业的上涨趋势，一方面是
因为石油原料成本的增长，另一方面也
是市场需求不断增加所致，“得益于我们
一般会有库存的原材料，所以在上涨趋
势中企业成本压力得到了缓解。虽然行
业涨价确实会层层传导，但对于终端消
费者来说，零售商品的定价相对会维持
在稳定水平。”
　　展望后市，隆众资讯油品分析师李
彦认为，市场或将面临的增产预期，叠加
海外部分国家依然严峻的疫情等因素影
响，预计下一轮成品油调价下调的概率
较大。

我国成品油价“八连涨”怎么看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3日电（记者黄腾）及时清
理秸秆、收拾大棚备春耕，
通过电话、网络订购农资，
开足马力赶订单……年初
以来，黑龙江多地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随着防控形
势好转，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社会生产正有条
不紊地推进，春寒料峭的
黑土地上呈现出一片火热
的生产图景。
　　在黑龙江省望奎县先
锋镇厢白五村，机器轰鸣，
一台台大型机械在覆盖着
积雪的耕地里穿梭，积雪
下面的秸秆被翻起堆放到
一起进行打包，装到车上
运走。厢白五村秸秆经济
人战辉说，为赶农时，现在
这里 24 小时连续作业，
争取在积雪融化前将秸秆
全部清理完毕。
　　在先锋镇四段村，水
稻种植户郑文海正在清理
育苗大棚。郑文海说：“我
家有 200 多亩地，10 个
大棚，现在收拾出来 4 个，
可以直接摆育秧盘了。”
　　为确保不误农时，先
锋镇积极组织秸秆经济
人、协调装运车辆，开展秸
秆离田作业，加快土壤化
冻散墒，为春耕整地创造
有利条件。“现在厢白五村
出动了 6 台机械清理秸

秆，以最快速度完成工作，以免耽误春耕旋地、耙地。”先
锋镇人大主席郭振海说。
　　“今年买种子和化肥比往年方便多了，动动手指就全
部搞定。”王文信拿起手机扬了扬，笑着说。王文信是双于
现代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这家合作社位于哈尔滨市呼兰
区石人镇双榆村。
  王文信告诉记者，今年出现疫情前，当地政府就提醒
农民尽早订购农资，并把农资经销商联系方式发到了各
村微信群。
　　“电话订购，微信转账，线上提早买农资既方便又能
减少接触，还让我们省了不少钱。”王文信说，今年合作社
打算种植 2000 亩左右玉米，现在种子和化肥都已买好，
当地干部还给他打电话了解备耕情况，让他很暖心。
　　在位于呼兰区的福山腾飞牧业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
产线上，经过层层工序处理完的成品肉鸡正在进行包装
入库。“我们按要求及时提交了复工复产申请，通过审核
后，工人迅速到齐。”公司负责人刘文山介绍，他们 2 月
23 日开始复产，目前企业生产能力达到 70％ 以上。
　　刘文山说，他们长期供货的几家外地企业都在催促
订单，这几天工人们正全力生产，力保供应不断档，“多生
产、快生产，争取在复产后实现‘开门红’”。
　　记者从呼兰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呼兰区市级以上
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10 家、农资生产企业 15 家、农资
经销门店 115 家，目前已全部复产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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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哈尔滨 3 月 4 日电(记者强勇、梁冬)今年 1
月份，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同比增长 56.1% 和
63.2%，这是中国一重集团交出的成绩单。
　　春寒料峭，中国一重集团生产车间却一片火热。“加
力，再加力！”一个烧得红彤彤的钢坯正在万吨级水压机
上锻压，压力从 4000 吨升至 8000 吨、12000 吨……工
人刘伯鸣一边指挥，一边向记者大声说：“今年任务很满，
必须快马加鞭。”
　　不止中国一重。今年首月，我国最大的电力驱动设备
研制基地之一哈电集团，工业总产值、利润总额分别同比
增长 64.5% 和 25.9%；被誉为“中国铝镁加工业摇篮”的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同比增加 490% ……
　　中国一重在当地政府助力下聚焦核心装备制造主
业，将产品配套向本地企业转移，稳定了上下游产业链供
应链。
　　“虽然遭遇疫情冲击，但为一重配套让我们去年的经
营规模增长了 20% 。”黑龙江鑫源特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艳杰说。
　　一年的研发费用逾 10 亿元，这是来自哈电集团的

“常规”操作。在创新上高投入，是一些“大国重器”企业的
共性。
　　在世界最大在建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哈电集团
攻克了 100 万千瓦水电机组多项世界性技术壁垒。1 月
30 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
商业运行，哈电是国内唯一具有自主制造“华龙一号”轴
封式核主泵能力的关键设备供应商。
　　“我们不干时髦的事，凝神聚力做全球最好的发电设
备。”哈电集团总经理吴伟章说。
　　一线员工年平均工资从 6.8 万元涨至 7.5 万元，这
是一年来东北轻合金公司下属特材公司的薪酬制度改革
成果。闯改革关，是东北企业的必答题。
　　东北轻合金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张宏峰说，企业彻
底打破了近 30 年的岗位技能工资体系，实现以岗定薪、
人岗相适的新模式。
　　中国一重同样从“三项制度改革”入手，激发市场活
力，调动干部职工积极性。
　　迟海是中国一重(黑龙江)重工有限公司的数控铣
工，被评为公司级首席技能大师。“以前产业工人晋升到
高级技师就到‘天花板’了。”他说，近年来一重建立了大
国工匠、首席技能大师等考评机制，给予更高薪酬待遇，
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迟海说，现在他不仅工作上有
奔头，收入也有了更多保障。

今年任务满

“大国重器”开门红

  新华社南京3月 3日电(记者杨绍功、赵
久龙)长江在南京栖霞山东北面拐了个弯，这
里江面相对较窄，滚滚江水冲刷形成了常年水
深达 12.5 米的龙潭港。龙潭港集装箱码头是
长江沿岸规模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
　　春风又绿江南岸，码头上的工作却不因四
季更迭、年节假日而停歇片刻。一艘艘货轮接连
停靠，一座座岸桥随时装卸，卡车穿梭在吊臂下
和集装箱间，繁忙的景象透露了经济的活力。
　　离地 30 多米高的岸桥驾驶室里，司机
李加成弯着腰、低着头，左右手各握一个摇
杆，透过脚下的玻璃紧盯着吊爪：锁定、起吊、
平移、下放，每一个动作都小心谨慎。
　　当了十几年岸桥司机，李加成现在装卸
一个集装箱，平均只需要约 1 分钟，这是目
前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的最快速度。

“船来得多的时候，我们能忙一宿不打瞌睡。”

李加成说。
　　岸桥司机白天黑夜两班倒，一个班就
有 10 个小时，除了中间吃饭休息，基本都
在驾驶室里。长年累月弯腰低头地操作，让
李加成的腰和脖子落下了些毛病，但他说：

“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工作忙说明国家经济
好，我们心里有干劲儿！”
　　离江面 50 多米的岸桥前伸梁上，腰
间绑着安全带的设备保障技术员唐旭，挂
在栏杆上检查滑道。脚下就是滔滔江水，但
他说：“习惯了就没什么好害怕的。”一座岸
桥有上万个零部件，走不到的地方，他们吊
上去也要一一检查维护。
　　设备直接影响港口的生产作业。为减
少设备停机，唐旭所在的部门还要“治未
病”———“维护保养为主、修理为辅”，工作
做在平时，把故障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因

此，近两年，港口的大型装卸设备增加了
13 台，现场故障数反而降低了 6% 左右。
　　靠人力和设备提升效率，还要靠科技
增强竞争力。从高处俯瞰码头和堆场，负责
工程技术的舒元凤告诉记者，一套不断升
级的操作系统让港口的运行像机器一样精
密有序：系统的智能应用越来越多，现在港
口的车辆出闸时间只需要 5 秒，船舶智能
配载，单船从 1 小时压缩到 10 分钟，科学
的搭配和堆放让集装箱的翻倒率(翻箱：掏
出重装，倒箱：挪箱取箱)下降了 30%。
　　港口提速强化了南京区域多式联运的
物流链。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董事
长曹红军说，公司年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
300 万标箱。2020 年，公司本港内贸集装
箱同比增长 16.41% ，本港外贸集装箱同
比增长 7.30%。

集装箱上的经济脉动
南京龙潭港集装箱码头见闻

“ 从 教 室 到 车 间 ”
闽宁技能劳务对口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上图：3 月 4 日，福建省飞毛腿高级技工学校老师为刚刚包机抵达的宁夏籍学生上“开学第一课”。
  左下：3 月 4 日，福建省飞毛腿高级技工学校实训课老师在指导宁夏籍学生进行实训操作。
  右下：3 月 4 日，宁夏籍学生在福建省飞毛腿高级技工学校上实训课。
  201 8 年以来，先后有 459 名宁夏贫困家庭青年来校学习技能，学校为他们提供“吃、穿、住、行、学”全额免费的机会，毕业后学校将
安排他们进入承接就业的飞毛腿(福建)电子有限公司工作。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宁夏青年经由“闽宁劳务协作”和“扶志扶能”助学项
目前往福建，学习技能，增长知识，增加收入，为乡村振兴汇聚力量。            均为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