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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外企疫情之下更显韧劲
□ 杜元钊 杨晓卉
5 月 10 日，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的生产车
间里轰鸣声不绝于耳，一瓶瓶纯净水、可乐从
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经过装箱、码垛、检验等
流程后，被持有“通行证”的车辆运送至中转
仓，而后再分拨到超市、便利店，最终进入消
费者手中。
作为最早进入河南的外资企业之
一，郑州太古可口可乐还承担着
民生保供的责任。面对新
一轮的疫情，该企

□ 陈

刚 潘 晔 方问禹 孙 寅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看江浙。江
苏、浙江两省纺织业规模约占全国 40%，记者
调研发现，面对疫情下流通受阻及成本上涨
等叠加影响，从部委到地方，从企业到协会商
会，携手统筹防疫与生产、合力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积极应变提升竞争能力，在应对疫情挑
战中奋力突围。

筑牢屏障，千方百计稳生产
进口物资设置转运区严格检测消杀，近
1500 名员工吃住在厂开足产能……3 月底至
今，无锡一棉纺织集团已遇到 3 次封控。集
团董事长周晔珺说，工厂闭环运行，安排专人
在高速路口对接货运车辆，保证了生产线正
常运转、外贸产品如期出运。1-4 月，企业出
口金额同比增长约 50%。
织牢防控网，全力稳生产。建立企业职
工常态化核酸检测机制，加强运输作业关联
人员管理等，多地政企合力，努力统筹做好防
疫、生产。
“请进行登记，
扫
‘桐行通’
……”
在浙江桐
乡市易德纺织有限公司门口，
员工亮码测温后
有序进入厂区。公司纺织行政主管沈建锋说，
生产车间严格消杀，落实错时分餐，重点做好

业在政府的统筹指导下，严格做好疫情防控，
开足马力保生产、保供应。
“疫情之下，我们最担心的是生产保供和
物流保通问题。”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相关负责
人表示，在河南省商务厅、郑州市商务局点对
点的指导服务下，公司第一时间申请办理了
物资运输车辆应急通行证，有力保障了原材
料和产品的运输，打通了从原材料到产品再
到消费者的各个环节。
据悉，5 月 3 日，郑州太古可口可乐被纳
入重点保供物资白名单，4 日凌晨三点拿到相
关证明，确保了第一批车辆配送及人员服务
的通行。当天，该企业就投入了全部生产线，
开足马力 24 小时满负荷生产。
此外，在郑州市商务局的帮助下，

宿舍封闭式管理，
全力确保安全复工复产。
当前，
不少企业正在加快复工达产。
“订单
量还没恢复到这轮疫情前，
但可以排到 8 月份
了。
”
南通天竺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健说，
疫
情期间，公司 2/3 员工选择留厂，得以迅速复
工复产，
“五一”
后产能利用率已达 100%。
稳住用工，既保障企业发展，也助力就业
稳定。在位于苏州吴江的盛虹集团纺丝车
间，近期出现了不少年轻人身影。
“ 化纤板块
一季度招了 2700 多人，同比增长约 8%。其
中很多是曾经的服务业从业人员。”集团人力
资源总监郭东来说。

排忧解难，全力畅通产业链
一头连着客户，一头连着上游，物流货运
是制造业的生命线。一场以保障物流畅通、
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为目标的行动在长三角地
区展开。
3 月底以来，为各类纺织服装企业配套供
应专用拉链的红采翔拉链（南通）有限公司遭
遇物流难题。接到情况反映后，江苏省工信
厅协调地方为企业出具情况说明，解决了其
前往苏州、宁波、余姚、广州等地的运输问题；
在全国统一式样《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
启用后，
又快速为企业办理相关通行证。
在浙江绍兴，为了赶制订单，确保原材料

该企业一天内完成郑州市内 B 类通行证的申
请，5 月 5 日晚七点申领 B 类通行证超百张，
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在郑州市各区域的保供运
输难题。针对 5 月 9 日启用的全国统一的《重
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郑州市商务局又第
一时间辅助企业通过手机在线申请，并协调
政务网在 5 月 9 日完成网页版的优化，便于企
业日常申报。
“除了生产的压力外，我们还需要将成品
快速周转配送到省内各个仓库和客户处，否
则会导致爆仓的可能。因为疫情原因，我们
不能像往常一样拜访客户，无法及时获得订
单，原计划开展的市场活动及新品上市不得
不取消或暂缓……这些状况会直接影响到企
业的整体运营。”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相关负责
人坦言。
面对困境，郑州太古可口可乐严格防疫
要求，每日对厂区内员工进行核酸检测

稳生产 畅循环 谋升级
——江浙纺织业在应对疫情挑战中奋力突围
运得进来、成品送得出去，浙江康隆达特种防
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松赶到“警企
联络室”
，
详细了解货运物流动态。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设立 62 个警
企联络室，助企解决物流保障、政务服务等难
题，并投入大量警力支持货运物流闭环管理，
帮助货车安全高效进出。
组建稳定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工作专班，
建立重点企业“白名单”制度，跨省协同推进
货运物流畅通……工信部及江浙工信部门及
时推出系列措施，
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
4 月 26 日晚，接到货轮从上海港出港的
消息，苏州大邦纺织有限公司防疫专员陶亚
萍终于放下心来。
“这 18 吨针织布如果 4 月底
前不能发货，公司将面临违约风险。”陶亚萍
说，企业反映困难后，当地协调开通了绿色通
道，
从上海赶来的集装箱货车很快抵达。
“江苏省工商联为商会和企业搭建了省
级直通车，可快速反馈企业重要诉求并协调
解决。”江苏省工商联服装业商会秘书长陆梅

从一顶帽子看我国产业转移趋势
□ 孙清清
近年来，中西部地区作为国内大循
环的战略腹地，迎来了承接产业转移、加
快自身发展的重大机遇。
“ 瑞能服帽”就
是一家因“转移”而蜕变的企业，一年生
产上千万顶、数千种款式的帽子，已经成
为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的
“新支柱”。

日的“总部”张家港只留下销售分公司，
用于洽谈和承接海外业务。

从“孔雀东南飞”到“雁归来”

和多轮体温监
测 ，对 必 须 入
厂 的 生 产 、生
活保障车辆进
行全面消杀，
对车辆运输人
员实施闭环管
理 ，所 有 装 卸
过程全部采取
零 接 触 ，以 确
保安全生产。
“疫情困住了脚步，但我们通过电话拜
访，帮助客户通过线上订货平台下单，及时
调整营销策略，加大与线上平台的合作，以
宅配方式供给郑州主城区内消费者，并在价
格 不 变 的 前提下，陆续 推 出了系列满减 活
动。”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

唐书景介绍，瑞能服帽仅在淮阳就
拥有千名员工，工厂配有宿舍楼、餐厅、
图书室，免费吃住。另外，在淮阳及其周
边县区、安徽、湖北等地建起了“卫星工
厂”
，让留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

作为瑞能服帽的创始人，唐书景坦
言把企业建到淮阳的考虑。
“ 与沿海相
“环境变了，
比，淮阳人力资源充沛，交通区位优越，
拥有高速、高铁、河运等多种交通方式，
是我追加投资的底气”
“帽子王国”的“大挪移”
这些是劳动密集型帽子企业的关键生产
要素。”
唐书景说。
当被问到不断在中西部一个县追加
走进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瑞能服帽
唐书景返乡创业、把企业内迁，不仅
投资的底气从何而来？唐书景说：
“环境
工厂，仿佛进入了“帽子王国”
，数千种颜
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从“孔雀东南飞”到
变了。”他口中的“环境”，除了中西部地
色和款式各异，不乏欧美、日韩及国产知 “雁归来”的反映，更是我国产业转移趋
区县域基础设施“硬件”的极大改善，也
名品牌的帽子在这里生产，并发往国内
势的一个生动缩影。
包含营商环境
“软件”
质的提升。
外。
1993 年，17 岁的唐书景没上完高
“去年，政府为公司厂房全程代办了
在智能绣花车间，一台台智能绣花
中，便离开家乡淮阳，远赴广东东莞鞋
不动产权证，一周就办好了，公司一趟也
机飞快地在帽片上刺绣，齐刷刷地发出
厂打工。
“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红
没跑。”
唐书景说，之所以这么快，是政府
“噔噔噔 ”的响声，绣出一个个精美图
利，改革开放后，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把
出台了“帮代办”机制，让企业从繁琐的
案。每台绣花机 1 小时能完成 200 多顶
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沿
事务中解脱出来。企业只要在手机
帽子的绣花工作量。
海 。 我 到 广 东 打 工 时 ，正 是 这 些 产 业
App 或打电话给政府帮代办专员，提出
跟单员任继青的电脑右侧排放着
最红火的时候 。”唐书景说，随着我国
代办需求，政府全程包办，办事可以“一
35 款帽子样品，而他正处理来自法国客
东南沿海生产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
次都不跑”
。
户的帽子款式修改意见。
“海外客户先把
2000 年以后，一些外资企业相继向东
目前，以瑞能服帽为代表的服帽产
订单下给公司在江苏张家港的销售分公
南 亚 转 移 ，也 有 部 分 企 业 向 我 国 中 西
业已成为淮阳 8 个支柱产业之一。在淮
司，再由销售分公司的同事把外文邮件
部地区转移。
阳的 8 个支柱产业中，7 个是转移过来的
译成中文，转给我们跟单员，安排和跟进
凭借多年闯荡市场积累的经验和人 “无中生有”
的产业，包括特种玻璃、教育
生产。”任继青说，从上午到下午 3 点，他
脉，2004 年，唐书景从企业辞职，从珠三
用品、塑料制品、可降解新材料等。
大半天处理了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
角来到长三角，在张家港成立了瑞能纺
淮阳区营商办主任靳遵杰说，正是
亚、智利等国的 2 万顶帽子订单。
织品有限公司，主要承接日本的帽子订
人力、土地等因素和软硬件的提升，使越
“公司每年推向市场的帽子新款有
单。2010 年，唐书景看中了淮阳劳动力
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县域，具备了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综合优势，而瑞能服帽
三千到四千个。”
瑞能服帽总经理唐书景
资源充沛、人力和土地成本低的优势，在
就是这一过程中最生动的
“注解”
。
说，今年一季度公司完成了 400 万件帽
淮阳租厂房，尝试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帽
如今，瑞能服帽已在淮阳布局建立
子订单的生产、交付，同比订单量翻了一
子生产线。
纸箱厂、印刷厂等完整帽子产业链条，正
番，今年的订单量预计达 1200 万件。
历经 10 多年的不间断“转移”，唐书
不断强化研发、设计能力，着力打造自主
从 2011 年开始，唐书景陆续把位于
景在淮阳的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占地面
品牌，积极扩展电商、直播带货等销售新
江苏张家港的业务转移到淮阳。如今，
积从 4 亩扩至 107 亩，建起一栋栋标准
渠道，力争与地方发展深度融合，迈向产
公司的研发、设计、生产等环节均已转移
化厂房，产品涵盖布帽、草帽、毡帽等，各
业升级新征途。
到淮阳，公司总部也换成了淮阳。而昔
类帽子年产能达三千万顶。

说，目前江苏纺织服装产业链不畅问题得到
缓解，从商会调查看，行业开工率达八成左
右。

勤练内功，积极应变拓空间
绍兴布婷纺织品有限公司今年产销势头
不减，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订
单稳中有增。目前企业正在加快投资步伐，
加速形成研、纺、织、印、销完整的人造棉产业
链。
“市场承压关口，也是深蹲蓄势良
机。”公司总经理钱水江坦言，
企 业 15 年 来 深 耕 纺 织
产业，目前每周开
发 新 花 型
1500 个
以

郑州太古可口可乐生产线
系。企业在遇到困难时可以直接找到对接
人，不用绕弯路找关系；而政府对企业采用
‘ 双 随 机 ，一 公 开 ’监 管 方 式 ，对 企 业 干 涉
少、打扰少，企业可以安心谋发展。”郑州
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
徐永刚说：
“ 这 也 是 我 们 在 河 南 发 展 了 26
年，并 坚 定 地长期 看好 河南市场 的重要原
因。”

上，
年研发投入超过 1000 万元。
未雨绸缪练内功，一些企业在疫情中展
现韧性。丁健说，公司 2020 年制定五年发展
计划，当年在机器设备价格低谷期果断采购，
为智能化转型打下基础；2021 年又集中人
力、财力，拿下服装品牌的验厂认证，今年相
关订单反而超过去年同期。
当好纺织业发展“护航员”，江浙各地和
协会商会正加力扶持企业，
提振发展信心。
在浙江，有上千家档口的杭州四季青服
装市场及周边多家专业市场此前因疫情停
市。4 月下旬，减免租金等政策推出，为中小
微企业减负纾困。
在江苏，
通过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开展技术
攻关等产业强链举措，
持续发力培育化学纤维、
品牌服装等优势产业链。江苏省工商联服装业
商会还举办线上
“品牌出海训练营”
，
助力企业
打破转型跨境电商瓶颈，
更好把握全球商机。

江苏昆山 644 家
规模以上台企全面复工

据新华社电 江苏省昆山
市的台资企业坚持防疫生产两
手抓、两不误，按下复工复产“快进
键”。5 月 12 日昆山市台办消息，截
至目前，该市 644 家规模以上台企全
面复工，
产能快速提升。
数百台钻孔设备快速运转，员工有序
生产……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内，
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作为昆山市重
点台企之一，目前，该企业复工复产率接近
100%，
在岗员工达 4300 多人。
“企业订单充足，员工信心十足。”
公司生
产部厂长洪德华表示，企业 4 月中旬复工以
来，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经营，产能
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们严格按照防疫要
求，加大人员进出管控力度，定时消杀、分开
就餐，
抓实抓细每个环节。
”
捷安特集团 5 月初复工，目前已实现全

面复工，产能恢复到 80%左右。在疫情防控方
面，企业严控人员进出，每 4 小时对生产区及公
共区域进行一次全面消杀，食堂错峰就餐。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相信在各级各部门支持帮
助下，企业定能守好疫情防控“安全线”，为经济
回暖贡献力量。
在加快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期间，昆山市精
准收集台企诉求，围绕台企面临的困难挑战，召
开台商台企视频会议；精准指导台企复工复产，
印发纬创集团、友达光电两家台企复工复产方
案，为广大台企提供借鉴；精准施策助企发展，
做好保通保畅、保链稳链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
情对台企发展的影响。
疫情以来，昆山市竭尽所能帮助台企克服
困难，坚定了台商台企扎根发展的信心。统计
显示，一季度该市新批台资项目 46 个，有 15 个
台资项目增资，新增投资总额 4.48 亿美元，新增
注册资本 3.35 亿美元。
广告

THE EASTERN CARIBBEAN SUPREME COURT
IN THE IGH COURT OF JUSTIC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COMMERCIAL DIVISION
CLAIM NO: BVIHCOM2022/0086
IN THE MATTER OF GREAT MERCURY LIMITED
AND IN THE MATTER OF THE INSOLVENCY ACT, 2003
BETWEEN:
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 LLP
-andGREAT MERCURY LIMITED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微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Applicant
Respondent

根据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微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 合 伙）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
（（2022）
XMZG-NBHW(债转)字第 66 号），厦门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下列资产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和利益，依
法转让给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Re: GREAT MERCURY LIMITED
序
授信、
借款、
本金余额（元）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an application to appoint Anna Silver of FFP (BVI) Limited, 2nd Floor Water’s Edge, 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等合同编号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as Liquidator over GREAT MERCURY LIMITED, a Company
宝鸡市至源石油
with its registered office at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1 机械有限公司 2013 年 918 贷字第 024 号 3,800,000.00
Virgin Islands was filed at the Commercial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on 28 April 2022 on behalf of the
Applicant, c/o Agon Litigation, Ritter House 2/F,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2 陕西省物资工贸 2013 年 95 贷字第 013 号 7,500,000.00
有限责任公司
Islands.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heard at the Eastern Caribbean Supreme Court, Commercial Division, Road Town,
Tortola, Virgin Islands on 30 May 2022 at 9:00am or as soon thereafter as the application can be heard.
3 陕西万宸实业有 2013 年 39 贷字第 026 号 8,000,000.00
限公司
Any person intending to appear on the hearing of the application (whether to support or to oppose it) must
give notice of their intention to do so to the Applicant or to their legal practitioners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162
2014 年 86 贷字第 011 号
杨凌康农菌业有
(1) and (2) of the Insolvency Rules 2005 by 4:00pm on Friday 27 May 2022.
4
2014 年 86 贷字第 019 号 13,813,001.99
限公司
The Applicant’s legal practitioners are Agon Litigation, Ritter House 2/F,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2015 年 86 贷字第 002 号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Ref: ADI/112/268.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marked for the attention of
合计
33,113,001.99
Arabella di Iorio or Shane Quinn.
Dated this 13th day of May 2022
现公告通知上述各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
Agon Litigation
向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
Legal Practitioners for the Applicant
东加勒比最高法院
（协议）约定的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并承担
于高等法院
相应的法律责任。
英属维尔京群岛
联系人：
范经理
商事庭
案件号：
BVIHCOM2022/0086
联系电话：0592-3589895
关于 GREAT MERCURY LIMITED
联系人：秦经理
以及 2003 年《破产法》相关事项
联系电话：
15105791031
于以下两方之间：
特此公告!
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 LLP
昆鹰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
注：
申请人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的本
-与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授信
GREAT MERCURY LIMITED
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生效法律文书、
被申请人 协议、
关于：
GREAT MERCURY LIMITED
其他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
特此通知：任命 FFP (BVI) Limited（地址：2nd Floor Water’s Edge,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的 Anna Silver 作 为 GREAT MERCURY LIMITED（注 册 地 为 ：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Wickhams Cay II, Road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清算人的申请已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以申请人（由 Agon Litigation 代收，地址： 业、
Ritter House 2/F,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名义提交至高等法院商事庭。 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该申请将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上午 9 时或此后可以审理的最早时间在位于 Road Town, Tortola, Virgin Islands 的东加勒比最高法院
3、清单中“ 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商事庭审理。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任何有意出席该庭审的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该申请）都必须根据 2005 年《破产规定》第 162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在 2022 年 5 月 27 人。如公告中债务人、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日星期五下午 4 时之前向申请人或其律师通知其意向。
申请人的律师是 Agon Litigation（地址：Ritter House 2/F, Wickham's Cay II, Road Town, Tortola, VG1110, British 准。
Virgin Islands, Ref: ADI/112/268）。信件应写明由 Arabella di Iorio 或 Shane Quinn 接收。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3 日
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Agon Litigation
申请人律师
2022 年 5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