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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抓好大商贸、大市场、大开放、大队伍

贵州奋力开创商务工作新局面
本报讯 近日，贵州召开全省商务工
作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
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省委十
二届八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
“两会”精神，总结交流 2020 年商务工
作，部署 2021 年商务工作。
会议指出，2020 年是“十三五”收官
之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全省商务
系统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围绕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和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全面聚焦产销对接助推脱贫攻坚，重
点突出“促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一手
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商务发展，商务工作
迈上新台阶，为全省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保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贡献
商务力量。
一年来，贵州商务系统重点抓了以
下工作：全力打好商务领域防疫战，助力
复工复产复市；全力推进产销对接，助力
全省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力
推进消费复苏提振，助力全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全力推进稳外贸稳外资，助力全
省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全力推进
开放载体建设，助力全省高水平对外开

放；全力推进商务作风建设，助力全省商
贸事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会议提出了贵州省“十四五”时期的
预期目标，即商贸流通现代化水平明显
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进
一步增强，推动高水平开放迈出新步伐，
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加快，双向投资质
量效益不断提高。
会议提出了全省商务工作的 2021
年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全国商务工作会议、省委十二
届八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省“两
会”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商务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
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
为，把降低商贸物流成本贯穿商务发展
各领域和全过程，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促进消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确保
“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围绕上述目标，贵州将重点抓好大
商贸、大市场、大开放、大队伍的建设工
作。
围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构筑流通
循环的大商贸。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
减少流通中间环节，降低物流成本，提高

山西省商务厅
部署春节市场保供

流通效率，着力完善现代商贸物流硬件
台。全力申建中国（贵州）自由贸易试验
网络和软件环境，提升商贸物流信息化、
区。四是推进口岸建设。加快推进贵阳
标准化水平。
龙洞堡机场三期改扩建国际厅建设，推
围绕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构筑消费
动遵义新舟机场通过国家验收和铜仁凤
循环的大市场。一是提升城市消费。二
凰机场正式对外开放。推动陆海新通道
是发展乡镇消费。三是扩大服务消费。 班列高质量运行，支持陆海新通道班列
大力开展国家钻级酒家评定，支持中央
拓展对接全省特色优势产业，按需以搭
厨房研发推广“生态黔菜”，培育 10 家年
乘方式开行中欧班列。推动双龙航空港
度营业额过亿元的餐饮龙头企业。探索
经济区“一局四中心”和四个指定口岸申
生活必需品社会化储备体系建设，优选
报建设。探索建设电子口岸地方特色应
用，完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跨境电商
10 家商贸龙头企业承担省级商贸行业社
会化储备工作。做好市场监测，及时发
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持续提升跨境贸易
布预警并指导做好应急预案。加强商务
便利化水平。
领域安全生产管理，
筑牢消防安全底线。
会议指出，贵州商务系统要围绕全
围绕内陆开放新高地，构筑国际循
面加强自身建设，构筑担当作为的大队
环的大开放。一是推进外贸创新发展。 伍。加强党对商务工作的全面领导。高
狠抓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外贸高质量发
举思想旗帜，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展 和 创 新 发 展 等 系 列 政 策 措 施 ，抢 抓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持续推进
RCEP 签署机遇，培育跨境电商、加工贸 “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模范
机关建设，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易、海外仓等新业态。二是扩大双向投
资规模。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为指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创新理
引，建立省市县和开发区主要领导带头
论贯彻到商务领域各方面、全过程。坚
定不移正风肃纪。全面提升履职尽责能
招引外资工作机制，推动招引外资工作
向县和开发区下沉。三是推进开发区建
力。按照“大商务”要求，聚焦高素质专
设。大力实施开发区产业提升、改革提
业化。加强规划研究编制。强化战略
升、开放提升、创新提升、环境提升“五大
性、全局性研究谋划，增强对经济形势发
提升”行动计划，研究出台推进全省开发
展变化的敏感性和预见性，科学编制完
成全省“十四五”商务总规划和商贸流
区高质量发展意见。认真筹办好全省开
通、电子商务、开放型经济、口岸 4 个重
发区改革创新发展大会。落实全省开发
区统计监测制度，搭建统计监测专网平
点子规划。

湖北生活服务网点开启
“不打烊”模式
重点保障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进一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就
地过年部署要求,及时掌握和防范湖
北省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波动情
况，确保供应不脱销、不断档，近日，湖
北省商务厅认真分析市场形势，及时
采取针对性措施，草拟了《湖北省生活
必需品市场应急保障预案》，统筹做好
全省春节期间群众生活物资保障工
作，重点保障主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充足，确保粮油 15 天、肉蛋奶 10 天、耐
贮蔬菜 7 天、叶菜 3 天的市场供应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春节是湖北
省在防疫中度过的第二个春节，就地
过年、减少聚集等疫情防控措施，将对

春节假期居民传统消费场景和消费习
惯带来新要求。湖北省商务厅将组织
重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餐饮、商
超等生活服务网点开启春节“不打烊”
模式，适当延长营业时间，便利线下日
常消费，指导电商平台、物流企业配送
不断档，满足无接触、少接触的消费需
求。组织 500 多家湖北企业参与“网上
年货节”活动，引导重点餐饮企业推出
“年夜饭到家”等特色服务，积极拓宽
货源渠道，方便民众宅家打年货、吃年
饭，活跃节日消费市场。
此外，根据防疫保供新部署、新要
求，湖北省商务厅将进一步压紧压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督促各地在加

强疫情防控的同时，持续做好“ 菜篮
子”商品生产自给、组织调运、收储投
放和产销对接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节日消费需求。
目前，湖北省商务厅已成立湖北
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件应急
工作指挥部，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负责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突发事
件的处置工作。
经对各市州重点商业网点摸底调
查，全省主要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库
存天数基本超过预期目标。截至 1 月
28 日 18 时，全省重点商业网点动态商
业 库 存 大 米 187099 吨 、面 条 47341
吨、食用油 69327 吨、猪肉 18244 吨、禽

肉 22714 吨、牛肉 6216 吨、羊肉 2982
吨、鸡蛋 6101 吨、牛奶 18866 吨、蔬菜
53490 吨。大米、面条、食用油、猪肉、
禽肉、牛肉、牛奶可保供 30 天以上，羊
肉、鸡蛋可保供 20 天以上，蔬菜可保供
3 天 - 10 天 。 全 省 共 落 实 猪 肉 储 备
19913 吨（含活体猪储备 4610 吨），完
成 计 划 任 务 113.8%（全 省 计 划 任 务
17500 吨）。
截至目前，武汉市主要商超粮油
肉蛋奶等重点品类的储备量比去年同
期平均增加了 30%以上。春节期间，
武汉市拟投放储备肉 600 吨左右，宜昌
市拟投放 100 吨左右。
（熊 辉 朱丽艳）

本报讯 近日，山西省商务厅召开市场运行
和消费促进暨春节期间市场保供工作电视电话
会，传达山西省政府有关会议和全国商务系统防
控保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面总结 2020
年工作，对 2021 年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以及春
节期间市场保供工作作出安排，山西省商务厅一
级巡视员赵贵全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山西商务系统要做好以下几方面
工作：一是要整体推进全年目标任务，层层压实
责任，加强分析研判和跟踪服务，对目标任务进
行分解，加大督促力度，确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二是要继续做好疫情期间市场保供工作，及时了
解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变化，发现集中抢购、脱
销断档等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上报，保障生
活必需品市场供应跟得上、不脱销、不断档；三是
要利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下的消费促进工作，通过举办“2021 网上年货
节”，推出更多定制化、智能化、绿色化、品质化商
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节日消费需求；四是要
系统谋划全年消费促进工作，建立全年促消费台
账，有计划有步骤推动工作开展，把被抑制的消
费释放出来，
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带来活力。

山西绘出消费稳健发展新蓝图
本报讯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做好消费促
进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山西省商务厅结合国家
和省对消费总体工作的安排部署，综合研判 2021 年消
费市场态势，
“绘”
出全年推动消费稳健发展新蓝图。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0%，是山西省商务发
展 2021 年预期目标之一。山西省商务厅要求全省各市
要提前谋划，层层压实责任，对目标任务进行分解，加大
督促力度，
确保一季度实现开门红。
2021 年疫情防控形势发生变化以来，山西省商务
厅高度关注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工作，印发《关于做好
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在 11 个市启动
生活必需品供求情况日监测工作。建立了 15 家主要农
产品保供联系市场，确定了 20 家公益性农产品市场，确
保主要农产品市场供应。山西省商务厅要求各市商务
局要在当地政府的统筹部署下，做好相关生活必需品供
应协调工作。及时了解当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求变化，
保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稳定。
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为了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
消费促进工作，山西省商务厅通过举办“2021 网上年货
节”，推动采办年货、赶大集等活动“上云”
“在线”，引导
电商企业开启春节“不打烊”模式，推出更多定制化、智
能化、绿色化、品质化商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节日消
费需求。
早在 2021 年年初，山西省商务厅就印发了《岁末年
初促消费工作指引》，从加强工作调度、释放消费潜力、
积极营造消费环境等三个方面提出了 14 条具体措施。
全省商务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
划，不仅在创新发展电子商务、扩大实物商品消费、积极
促进农村消费等方面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更为全省
2021 年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带来活力打下坚实基础。

鄂西深山崛起硅碳新材料产业链
□ 本报记者 刘 冰 通讯员 乔长姣 蔡明亭
湖北省兴山县，境内多山，靠飞地园区撑
起县域工业。近几年，在县属企业兴发集团
的带动下，产业链下游及配套企业不断聚集，
一条硅碳新材料产业链正在县内加速崛起。
来自兴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数据显示，该
产业链企业产值接近 10 亿元。

多家企业加速聚集
1 月 25 日，在兴山经济开发区平邑口工
业园区，湖北卡乐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栋崭新厂房依山而建，高大厂房里，自动化生
产线上数字频频调动，一桶桶建材色浆产品
顺次下线。
“我们跑出了‘卡乐尔速度’，刷新兴山企
业落户和项目建设新纪录。”董事长彭冉兴
奋地介绍，该公司实现一年内签约、开工、
投产，当年产值达 3500 万元，入列规上企
业。
“卡乐尔速度”背后有一个津津乐道的故
事。卡乐尔公司是一家集高分子材料和化工
产品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公
司，原本落户在邻省的一个工业园区。
“ 合同
签了，地也拿了，没想到审批手续又多又杂，

项目迟迟开不了工。”艰难等待一年多，彭冉
萌生退意。
2019 年 4 月，彭冉在朋友的推荐下第一
次来到兴山考察。
“ 兴山人很热情，项目推进
速度超出想像。”让彭冉印象最深的是当地像
保姆一样对待企业，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有
求必应。
从首次考察到拍板落户，彭冉只用了短
短一个月。2019 年 5 月 20 日，项目正式签
约。兴山快马加鞭，办完项目环评等全部审
批手续，仅用时 3 个月。2019 年 8 月 29 日，
总投资 1.2 亿元、占地面积 36 亩的卡乐尔项
目正式开工。
好事接二连三。就在这个开工仪式上，
来自沿海的湖北雅邦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
也做出决定：项目落户兴山。原来，雅邦公司
与卡乐尔公司本是合作伙伴，前者负责人正
在为选择项目落户地举棋不定。
“我在兴山转
了一圈，算是吃下定心丸。”事后，该负责人半
开玩笑说，
“ 我表面上是参加开工仪式，实则
暗访当地营商环境。
”
近年来，兴山利用石墨资源和兴发集团
生产的有机硅单体，引进培育优势企业，打
造出硅基碳基产业链；招商引进有机硅单体
下游产品生产项目，将企业聚集到平邑口工
业园。

兴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谭家胜告
诉记者，目前，该产业链下游企业已有 8 家，
相关配套企业有 8 家，硅油、硅胶材料和新型
建筑材料等规模逐步壮大。

打造闭环产业链
走进园区的宜昌科林硅材料有限公司厂
区，记者发现，一根银色钢管一直延伸到相邻
的卡乐尔公司内。
据了解，科林硅公司生产的二甲基硅油，
恰好是卡乐尔公司产品建材密封胶色浆的原
材料之一。何不利用一根传输管道将两个厂
区连接起来，
减少运输成本？
两公司一拍即合，商定共同投资 200 多
万元，拉通一根长约 620 米的传输管道，实现
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卡乐尔公司董事长彭
冉算了笔成本账：综合考虑损耗、人工、运输
等费用，每吨可节约 100 元，按该公司高峰时
每年消耗硅油约 2 万吨计算，此举可节约生
产成本超过 200 万元。
“再也不用担心企业活不下去了。”科林
硅公司负责人段贤桂感慨。前两年，该公司
受原材料波动、产品价格、市场竞争等诸多因
素 曾 出 现 产能 过剩状 况，企业面临 生死考
验。后来，随着园区落户企业越来越多，该公

司产品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产能不足。段贤
桂介绍，该公司年产硅油 1.2 万吨，其中一半
供应给园区企业，剩余部分发往珠三角、长三
角、河南、成渝等地企业。目前，该公司正在
通过技改升级，提高生产线自动化水平，以扩
大产能 50%以上。
尝到甜头的还有湖北君邦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它的主要产品是有机密封胶，原料就
近取材：有机硅 107 胶来自兴发，硅油来自科
林硅，色浆来自卡乐尔，
“被园区资源包围”的
君邦公司发展稳健，2019 年和 2020 年连续
两年年产值超过 1.4 亿元。
记者在“兴山经济开发区硅基产业链循
环图”上看到，科林硅、卡乐尔、兴之新、君邦
等园区内主要企业已形成原材料闭环供应
链，基本实现从原材料硅油到建材密封胶、硅
胶制品等终端产品全覆盖。

做细分行业领头羊
1 月 20 日，宜昌兴之新塑胶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满载货物的两辆卡车驶出厂区。
“这
是发往深圳的硅胶遥控器配套组件，全国每
两个遥控器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生产的。”公司
负责人自豪地介绍。
兴之新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生产硅橡材料、硅胶制品、直流导电橡胶、各
类遥控器的核心部件等。据介绍，该公司把
兴山作为集中研发地和原材料主产地，再发
往深圳、河南、广西等工厂组装生产，产品销
往国内外。
创新因子融入企业血液。依托科技创
新，科林硅公司成为国内第一家食品级硅油
生产企业，产品应用于蛋糕、饼干等食品，以
及洗发液、化妆品等日常生活用品，还运用
于医药和电子电气等高端应用领域。君邦公
司与三峡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高性
能有机硅新材料研究中心”，建立科学严格
的质量管控体系，建成国内先进的自动化静
态混合生产线，产品产能和品质居全国前
列。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不少企业计划在兴
山打造总部经济。君邦公司总经理吴洪波介
绍，兴山公司产能已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正在
兴山试行总部经济模式，
“ 进出账都在兴山，
税收也交兴山，交易额已超过 2 亿元”。卡乐
尔董事长彭冉也表示，拟在兴山建设公司总
部，
全力打造华中地区生产基地。
兴山招商中心副主任黎开迪介绍，该县
还将面向珠三角、长三角和成渝地区，招引一
批细分行业领头羊企业，做粗拉长硅碳产业
链条，
壮大发展县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