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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新朋友”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 以下简称临港新片区 ) 迎来“新朋友”。临港新
片区举行项目线上集中签约仪式，37 个重点项目落户临港。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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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新朋友”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这也是上海全市疫情防控向常态化逐步转

换后，临港新片区举行的首场项目签约。

本次签约的项目，涉及产业及城市投资项

目 270.92 亿元 ( 人民币，下同 )、服务贸易类

项目注册资本金 58.64 亿元。包括中国联通国

际数据中心、礼进生物总部及新药研制基地等

10 个前沿科技领产业项目，中谷物流分拨中心、

华夏云翼航空保税研发展示等 12 个航运贸易项

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通证券上海自

贸区分公司等 5 个金融证券项目，滴水湖英迪

格酒店、网易电竞职业赛事制作中心等 10 个城

市功能项目。

这些项目涵盖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

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保税研发、航运物流、

跨境金融、商办文旅等各个领域。据此间官方

表示，这些项目未来将成为临港新片区打造特

殊经济功能区的重要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日签约的项目中有 9

个外资项目，包括国际内燃机巨头 AVL 李斯特

新能源技术中心、Isdera 德国超跑合资的鹰兹

汽车保税研发展示交易中心等。

“临港新片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是推进双循环格局的重要平台。洲际酒店集

团非常看好这一地区的发展前景。”洲际酒

店集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 Daniel Aylmer

当日在线上签约仪式上表示，洲际酒店集团

把旗下极具特色的品牌带到了这里，将助力

临港建设世界级旅游休闲中心。

“我们热忱欢迎‘新朋友’，也始终心系‘老

朋友’。”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陈金山在签约仪式上表示，临港新片区正

在加快推动复工复产，着力帮助企业破解物

流、用工、资金等瓶颈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0 日，临港

新片区规上工业企业 315 家全部实现复工复

产。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及物流园区已复工

实体园区运营企业 201 家，占仓储物流企

业总量的 87%；4 月实现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37.4%，1 至 4 月累计进出口额达到 571 亿元，

同比增长 3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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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1197亿美元 

来源/人民网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4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 31197
亿美元，较 3 月末下降 683 亿美元，降幅为 2.14%。4 月份，我国跨境资金总体延续净流
入态势，境内外汇市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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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4月末外汇储备规模31197亿美元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对于 4 月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原因，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

表示，4 月份，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国

家货币政策预期、地缘政治局势、新冠肺炎

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全球

金融资产价格显著下跌。

“外汇储备以美元为计价货币，非美

元货币折算成美元后金额减少，与资产价格

变化等因素共同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

降。”王春英说。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近期，

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增加，国际金融市

场波动加大，估值变化是导致当月外汇储备

规模回落的主要原因。谈及外汇储备规模未

来走势，温彬表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将继

续保持基本稳定。一方面，我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将对外

汇储备规模保持稳定形成支撑。另一方面，

近期政策持续加大对稳增长的支持力度，有

助于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世

界经济复苏放缓，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

但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韧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会改变，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

定。”王春英表示。

温彬认为，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支持扩内需、

稳外贸，继续对有困难的行业、企业、个人实

施纾困措施，确保交通物流畅通，保障产业链

稳定，加快促进经济恢复。同时，还要防范各

种风险冲击，维护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保

持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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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3.8%

近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 2022 年 4 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为 43.8%，
较 3 月回落 4.9 个百分点。

来源/央广网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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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3.8%

 Political and Economic 
政经新闻   

新订单指数回落。4 月份，因疫情因素和

国际地缘性冲突影响，国内外消费需求受到

抑制。新订单指数为 44.4%，较上月回落 5

个百分点。

从业人员指数回落。4 月份，受多地疫情

防控政策影响，从业人员指数为 45.5%，较

上月回落 3 个百分点，位于收缩区间，反映

出物流企业用工存在缺口，仍需保持高度关

注。

平均库存量指数和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双

降。4 月份，受生产端和消费端需求放缓，各

地疫情政策不协调导致物流不畅，平均库存

量指数和库存周转次数指数在 45% 徘徊，较

上月分别回落约 3-6 个百分点。

“受本轮疫情点多、面广、频发的影响，

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两个月低于 50%，4 月

份指数收缩幅度进一步加大。”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会长助理何辉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分项指数上看，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

平均库存量指数、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资金

周转率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指标均有不同

程度的下降；从企业规模看，小微型物流企

业继续走弱，疫情对大中型物流企业的冲击也

有所显现。

何辉进一步指出，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仍然

较为复杂，物流企业预期需求下降、资金偏紧

和人员压力有增大趋势，要进一步加强关注。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持续推进和货运物流保通

保畅政策落实，短期影响将逐步减弱，我国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足、市场广阔，后期具备较强

回稳动力”。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研究员胡焓表示，从 4

月份物流景气数据中可以看出，本轮疫情短期

内点多面广频发，超出预期，在现有三重压力

背景下，物流需求减少、循环受阻、盈利收缩

等问题，有可能向长期趋势演化，仍须高度重

视物流供应链畅通对经济的保障作用。

胡焓指出，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货运物流保通保畅，

坚持“两手抓”，一手全力以赴抓疫情管控，

用最快速度最小代价尽快控制疫情发展，保持

社会稳定；一手全力以赴精准施策，抓破难点

疏堵点，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保持复

工复产和经济复苏良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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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趋势图

相关银行各月押汇利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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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Libor( 美元 ) 注 1  统计简表（4 月）

注 1：

LIBOR， 伦 敦 同 业

拆 借 利 率 (London 

InterBank Offered 

Rate）， 常 作 为 商

业 贷 款、 抵 押、 发

行债务利率的基准。

      免责声明：以上数据源自市场公开咨询平台，并结合上海胜握胜公司实际情况编纂整理，仅供内部参考

国际市场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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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O/N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4月1日 0.32757 0.43757 0.96200 1.48914 2.17157

4月2日 0.32757 0.43757 0.96200 1.48914 2.17157

4月4日 0.32757 0.43757 0.96900 1.49271 2.17157

4月5日 0.32614 0.44600 0.96900 1.47486 2.17157

4月6日 0.32800 0.45143 0.98963 1.50171 2.34343

4月7日 0.32800 0.48814 0.98886 1.50257 2.21486

4月8日 0.32757 0.51400 1.01071 1.54043 2.27157

4月11日 0.32586 0.51400 1.02143 1.55343 2.28043

4月12日 0.32629 0.55129 1.03843 1.55343 2.30771

4月13日 0.32729 0.55414 1.04429 1.55157 2.25143

4月14日 0.32229 0.59443 1.06271 1.55671 2.22157

4月19日 0.33100 0.62471 1.09829 1.60714 2.30257

4月20日 0.32343 0.63157 1.13629 1.67457 2.36886

4月21日 0.32343 0.66786 1.13629 1.72157 2.36886

4月22日 0.32643 0.70343 1.21371 1.82371 2.60671

4月25日 0.33043 0.69800 1.22486 1.81871 2.54629

4月26日 0.33043 0.74871 1.23814 1.82771 2.54629

4月27日 0.32486 0.76371 1.23886 1.82629 2.54414

4月28日 0.32486 0.80000 1.28600 1.84814 2.54914

4月29日 0.33000 0.80329 1.33486 1.91071 2.62857

日期 美元指数 美元 欧元 英镑 澳元 加元 新西兰元 新加坡元 100日元
4月1日 98.58440 6.35090 7.02890 8.34640 4.75700 5.07840 4.40070 4.68520 5.21150

4月6日 99.62960 6.37990 6.95640 8.34250 4.84100 5.11000 4.43490 4.69360 5.15900

4月7日 99.76720 6.36590 6.93810 8.32010 4.78110 5.06810 4.40210 4.68010 5.14250

4月8日 9.84740 6.36530 6.91880 8.31970 4.76090 5.05680 4.38240 4.67460 5.12990

4月11日 99.98960 6.36450 6.93060 8.29810 4.74570 5.06190 4.35420 4.66940 5.11730

4月12日 100.31490 6.37950 6.94000 8.30860 4.73240 5.04700 4.35070 4.67180 5.08330

4月13日 99.85770 6.37520 6.89980 8.28620 4.75170 5.04510 4.36830 4.67320 5.07970

4月14日 100.32520 6.35400 6.92090 8.33550 4.73580 5.05680 4.32110 4.67010 5.06570

4月15日 100.52290 6.38960 6.90680 8.34550 4.73030 5.06390 4.33060 4.70890 5.06230

4月18日 100.82340 6.37630 6.89580 8.32140 4.71370 5.05380 4.30980 4.69400 5.03550

4月19日 100.96740 6.37200 6.86970 8.28750 4.68720 5.05490 4.29030 4.67900 5.01200

4月20日 100.34530 6.39960 6.89280 8.31100 4.72390 5.06720 4.30780 4.67060 4.94500

4月21日 100.60790 6.40980 6.95220 8.37370 4.77100 5.13010 4.34620 4.70010 5.00330

4月22日 101.11610 6.45960 7.00540 8.42220 4.76220 5.13580 4.34870 4.73640 5.03400

4月25日 101.74160 6.49090 7.01530 8.32690 4.69640 5.10240 4.29960 4.73750 5.04390

4月26日 102.33360 6.55900 7.02920 8.35880 4.71130 5.15140 4.34270 4.77510 5.12900

4月27日 102.33360 6.55980 6.98390 8.25370 4.68530 5.12210 4.31340 4.75960 5.15520

4月28日 102.33360 6.56280 6.92780 8.23360 4.67710 5.12310 4.29440 4.75620 5.11210

4月29日 102.33360 6.61770 6.95310 8.25350 4.70650 5.17070 4.30010 4.77670 5.0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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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经济有望迎来复苏拐点

 Focus
本期关注

日前，国家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盛来运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疫情冲击有望逐步减弱，前期因疫情压抑的
经济活动也将不断释放，经济有望迎来复苏的拐点。

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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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统计局：经济有望迎来复苏拐点

 Focus
本期关注

“ 从 5 月 份 情 况 看， 吉 林、 上

海等地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复工

复产有序推进，发用电量等一些先行

指标已出现积极变化。”盛来运称。 

盛来运表示，尽管疫情对部分地

区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但总体上

看，是阶段性的、短期的、外在的。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韧性强、潜力大、回旋

空间广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实现发展预期目标的有

利条件较多。

盛来运说，从供给支撑看，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增强，粮食

总产量连续 7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制造业增加值连续 12 年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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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从需求支撑看，

我国有 14.1 亿人口，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国内市

场。从政策支撑看，我国政府赤字率低、债务总

体可控，政策工具多，当前宏观政策力度不断加

大，增量政策工具正在抓紧谋划，稳增长政策有

望进一步显效发力。

针对怎样扭转预期转弱的局面的问题，盛来

运认为，市场预期走弱是内外因素交织叠加、长

短期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归根结底源于经济运

行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企业对投资前景看

不准。稳预期要多管齐下、长短结合、对症下药、

久久为功，特别是要“固根本、稳政策、纾困难、

激活力”。

盛来解释，“固根本”是要着力稳定宏观经

济大盘，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抓紧谋划增量政策

工具。“稳政策”是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凡是看得准的、有益于长期发展的方针政策都要

牢牢坚持。“纾困难”是要加大针对困难市场主体、

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早出台、早实施一揽子纾

困举措。“激活力”是要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创新，

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为企业营造更好发展

环境，让企业享受到更多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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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宏观政策该如何发力的问题，盛来运

表示，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做

好下阶段经济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现在关键

是抓好落实、取得实效，多措并举把疫情影响

降到最低，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是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

方针政策，深刻认识抗疫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

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

清零”总方针，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二是加大稳增长政策力度。发挥有效投

资的关键作用。从历史经验看，扩大基础设施

投资是应对短期经济困难最管用的快招，我国

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二到三

成，人均铁路营业里程不足美国的 30%，基

础设施投资空间广阔。

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数仅占移动电话用

户总数的 20% 左右，天然气、水核风光电等

清洁能源消费量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5% 左

右，新基建和民生发展设施领域投资大有可为。

三是切实稳住市场主体。从市场主体尤其

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实际困难出

发，利用好退税减税降费、缓缴社保费、纾困

专项资金、普惠小微贷款等多种政策手段，切

实为市场主体排忧解难。

四是大力稳就业保民生。落实落细援企稳

岗政策，做好重点群体和就业困难人员的帮扶

救助，尽量减轻疫情对就业的冲击。

五是着力做好市场保供稳价。保供稳价对

于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统筹发展和安全至

关重要，应全力做好粮食、能源等关键领域保

供稳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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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

4 月 13 日， 海 关 总 署 发 布 了

2022 年 1-3 月进出口情况。据海关

统计，今年一季度，家具及其零件出

口额为 1068.6 亿元，同比增长 1.7%；

陶瓷产品出口额为 409.1 亿元，同比

增长 7.1%；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

出口额为 641.3 亿元，同比下降 4.2%；

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额为

2327.9 亿元，同比增长 12.6%。

3 月单月，家具及其零件出口额

为 353.6 亿元；陶瓷产品出口额为

118.5 亿元；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出口额为 173.7 亿元；纺织纱

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额为 750.9 亿元。

一季度中国家具出口额为1068.6亿元 同比增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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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

北沟分场网格员点对点精准对接集结

仪式启动，林场将派出 472 名森林

草原防火网格员，陆续分赴 158.8 万

亩林区重要节点，开展春季森林草原

防火工作。

木兰林场持续加强预防、扑救、

保障三大体系建设，依托林长制相关

规定，全面推行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

机制。全场划定 472 个管护网格，

在在职职工 167 人的基础上，投资

News  
最新资讯  国内

河北木兰林场织密森林安全防护网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News  
最新资讯  国内

366 万元聘用 305 名生态护林员，实行

林场包保人、营林区主任、本场护林员

和聘用生态护林员四级网格员责任捆绑

机制，确保将每个网格的防火责任落实

到人，织牢重点时期、重点地段、重点

人群看护网。投资 25.5 万元为全场所有

网格化护林员配备北斗定位巡护终端，

实现对护林员巡护实时查询、巡护轨迹、

签到情况等护林员履职尽责情况的科学

管理。林场森林防火督导组、护林防火

办采取不定期检查和专项核查的方式，

对护林员进行量化考核，跟踪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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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木材工业发展司（TIDD）

统 计 和 研 究 部 门 的 数 据，2022

年第 一季度加纳木材出货量达到

23,350 立 方 米。 其 中，64% 流

向亚洲，17% 流向欧洲以及 10%

运往非洲。

这一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了 22%， 加 纳 当 局 表 示 很 满

意看到这一出口额为当地增加了

1100 万美元收入。在加纳，约有

33,394 立方米的锯材出口到全球

一季度加纳木材出口增长22%

来源/木头人

市场，是当地主要的出口林产品

类目；其他木材出口方面，原木

出口约 13,693 m³，烘干木材则

有 9,725 m³。

此 外， 还 有 4,632 立 方 米

的胶合板被运往全球市场。根据

TIDD 提供的数据，这些出口的

胶合板产品占加纳木制品出口的

90%。这些不同种类木材的主要

被运往的目的地国家为印度、美

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这

些出口产品的价格在本季度也有所

上涨——平均出口价格从每立方米

492 欧元上升到每立方米 531 欧

元，增长了 8%。

加纳负责贸易和工业的副部

长 Ama Dokua Asiamah Adjei

表示：“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加纳木材出口将进一步扩

大。”“这一开放预计让加纳在

2022 年的木材出口增长 50%，”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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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木材出口关税有望归零

News  
最新资讯  国际

为支持俄罗斯木材企业，俄罗

斯工业和贸易部提议：至今年年底

前，对水分含量超过 22% 的锯材的

出口免征出口税。但值得注意的是，

该措施不适用于厚度超过 10 厘米

的粗加工木材，以及橡木、山毛榉

和白蜡木板材。

俄罗斯木材占全球工业用原木

出口量的 20% 左右，其木材主要出

口到中、日、韩以及芬兰等国家。

自去年以来，俄罗斯政府将对部分

粗加工木材（如湿度超 22%、厚

度和宽度超过 10 厘米的木材）征

收 10% 的出口关税。关税的变动

是决定木材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

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木材出口价格

直线上升，许多木材进口大国开

始选择可以替代的其他国家木材

来源。

若出口关税归零，将大幅降

低我国进口俄罗斯木材的贸易成

本。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对

News  
最新资讯  国际

来源/木头云

木材出口量的刺激。没有了关税的壁

垒，国内的木材出口商可以通过出口

量的增加中获得收益，消费者进口俄

罗斯木材也可以少花点钱。但免征出

口税是否会引发木材价格新一轮的

暴跌还有待考察。虽然俄罗斯工贸部

向经济发展部提出建议，但该部门没

有回应该要求。据了解，该倡议可能

会遭到海关的抵制。就目前情况而

言，预测出口关税归零通过后，木材

大幅下调的可能性不大，但部分材种

的出口量将会增大。

一季度加纳木材出口增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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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经营，事关国家“双碳”目标战略

来源/中国绿色时报

中国已向世界承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实现这一目
标，我国各行各业都在尽力节能减排。除了做“减法”，林草部门也一直在做“加法”，即
增加森林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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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经营，事关国家“双碳”目标战略

 Focus 
林产聚焦

近日，通过采访国家林草局森林资源管

理司及相关专家，记者了解到，在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战略上，这道“加法”题可谓

另辟蹊径，大有可为。

森林是重要而独特的战略资源，也是陆

地上最大的碳储库。增加森林资源，减少森

林损毁，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

标的有效途径。而提高森林固碳和碳汇能力，

必须着力抓好森林经营。

森林经营是以建立稳定、健康、优质、

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通过科学有效

地实施各种经营措施，修复和增强森林的供

给、调节、服务、支持等多种功能，不断提

高森林质量，而开展的一系列贯穿于整个森

林生长周期的保护和培育森林的活动。

专家指出，森林经营是抵消二氧化碳排

放的一种独特方式。一般意义上的森林经营，

就是对中幼龄林的抚育和培育，是一种人工

促进林木生长、改善林内环境、调节林分结

构的技术措施，伐除的是残次木、霸王树、

枯立木、火烧木、病腐木、被压木等影响

目标树或者目的树种生长的林木，并非以

取材或者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

研究和实践表明，森林固碳速率与其

林龄结构密切相关。森林和人一样，也有

着幼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森林按照年

龄可分为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

林和过熟林。幼、中龄林的固碳速率相对

较快，而成过熟林生长量和木材质量明显

下降，固碳能力也开始逐步下滑。到了生

命周期末端，树木将逐步走向死亡，就会

成为碳源，造成碳的释放。

从森林培育过程看，幼龄阶段林分密

度相对较大，随着林分年龄的增大，由于

光热水的竞争，自然会逐渐稀疏，但这个

过程非常漫长。一方面林木生长缓慢，固

碳能力下降；另一方面，林分中因枯死木

增加而形成大量碳源。因此，在森林自然

稀疏之前，如果采取科学合理的人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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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密度，优化结构，促进林木生长，便可

达到提高林分质量、维持较高固碳速率的目

的。

原山林场森林生态系统固碳量为每年

2828.63 吨，固碳释氧功能价值量为每年

3173.57 万元，林业碳汇潜力巨大。（来源：中

国绿色时报）

落实国家“双碳”目标战略，全国各地需要

测算现有森林的碳储量和碳汇量，以及未来每年

的碳储量与碳汇量，探索研究有效提高森林碳储

量、保持高水平碳汇潜力的森林经营措施。

为此，国家林草局积极谋划，主动作为，全

力抓好森林经营工作，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努

力提升森林固碳和碳汇能力，助力实现“双碳”

目标，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制度体系建设持续用力。以森林法和即

将出台的森林法实施条例为基础，编制森林经营

方案编制与实施管理办法、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技

术规范等，深化公益林和天然林采伐管理制度改

革，完善森林经营技术标准体系，调动森林经营

主体的积极性，全力构筑以森林经营方案为核心

的森林经营管理制度。

——森林经营试点聚焦发力。积极开展森林

经营制度、技术模式、机制创新、经验推广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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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系统，推进森林经营管理决策的科学化和

智能化。

在不断扩大森林面积的同时，通过加强

森林经营，提升森林质量，增加森林碳汇，

我国林业将在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双碳”

目标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不可替代

的作用。

等领域的试点，加强对多功能、近自然和全周

期森林经营等新理念的应用，重点做好森林经

营任务布局、落地上图、成效评价、动态调控

等工作，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

验和机制措施，推动森林经营管理制度和投入

机制的改革创新。

——森林质量提升科学推进。对接国家重

大生态安全战略规划和森林质量提升需求，以

“调结构、提质量、增碳汇”为主攻方向，持

续加强中幼林抚育和低产低效林改造，补齐历

史欠账，推进森林经营“提标培优”转型，助

力我国森林资源从“绿起来”向“好起来”的

重大转变。

——科技支撑保障稳步推动。建立森林经

营专家决策咨询机制，全面提高森林经营重大

决策、规划计划和管理监督的科技支撑能力；

建立健全森林经营人才培训制度，分级开展森

林经营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利用现有的森林

可持续经营国际合作平台，汲取国外先进技术

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森林经营水平。积极应

用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和林草生态网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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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期间，物资配送运力吃紧，数以万计的骑手小哥穿梭在街头，风雨无休。作为
一名有着 14 年党龄的退伍军人，过去两个多月来，徐强也是这样坚守在配送一线，关怀着市
民的温饱，守护着他们的生活。曾参与过汶川地震救援的他谈及种种助人的经历，只是笑着说，
这辈子能帮过这么多人，也算是没有白走一遭。

曾参与汶川地震救援的他，脱下戎装又战疫情

来源/国际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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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订单正在配送中……”
套上各色工装，骑上电动车，日夜兼程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打通物资保供的“最

后一公里”，守护居民的“菜篮子”和“米袋子”，

这是上海疫情期间无数骑手小哥的缩影。

来自河南信阳的徐强也是其中一员。从

部队退伍之后，他和妻子来到上海，今年是

他们“沪漂”的第七年。三年前，徐强成为

叮咚买菜奉贤区某站点的一名骑手。今年这

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生

活节奏。

3 月中旬，为最大限度地保障防疫安全，

徐强所在的站点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全员集

中管理，安排骑手统一住在店里。从春天到

夏天，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徐强和其他骑手

小哥就用木板拼成一张张简易的床，在站点

内打地铺，不曾回过家，也不曾有过一天的

休息。

他告诉记者，现在就盼望着疫情早点结

束，可以回家睡上几天，再点上 10 个大肘子，

好好大吃一顿。

打响上海保“胃”战
“现在情况已经慢慢好转了，一开始因

为疫情封控，物流运转比较困难，很多居民

都买不到菜，我们站点的订单也暴增，必须

尽可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所以也没办法安

排休息。”徐强告诉记者，疫情之前，站点

平均每天的接单量在 1000 单左右，这一数字

在疫情期间翻了三倍，涨到了 3000 单。而站

点原有的 25 个配送员中，有 5 人因小区封控

管理而被召回家中，不能坚守岗位。“因为

 Special Column
特别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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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负责保供任务，接触的人比较多，只

有我们自己安全，其他人才能安全，所以

那几个小哥就一直待在家里。”徐强说。

面对订单的不断增加和人力的紧缺，

每一位在岗骑手都自觉承担起了更重的责

任。每天，徐强都要配送 150 单左右的物资，

最多一次送了 300 单，从早上六点一直忙

碌到凌晨一点，片刻不得停歇。为了提高

单次配送的效率，徐强在自己那辆小小的

电瓶车上挂满了货物。“有一次，我一个来回

就装了 50 单，加起来大概有 100 多斤。还好公

司给我们配置了结实的装载架，不然真的可能

装不下。”

为了把大量订单一次性送完，徐强把相近

小区的订单放在一起，避免重复绕路，遇到活鱼、

活虾或者鸡蛋等易碎品，他会优先配送。他说，

这些都是用户每天早起好不容易才下的订单，

希望每一笔都能完好无损地交到他们手上。除

了及时配送，疫情期间，居民们最担心的就是

物资的安全问题。徐强告诉记者，每天早上六

点上班前，骑手小哥都会先进行体温监测和抗

原自测，结果正常后填表登记，再进行全身消

毒，然后才能开始进仓接单。完成配送任务回

到站点后，都必须先做好自我消毒和车辆消杀，

才能进入分拣区，提取下一批订单的货品。

力保每单都送达
通常，徐强的配送范围大约在 3 至 5 公里，

这个区域说大不大，但其中既包括工业园区，

也包括比较偏远的农村。尽管他已经有三年的

“骑龄”，对周边环境比较熟悉，但在疫情期

间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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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很深刻，那天晚上，因为用户的

住址比较偏，填写得也不够详细，加上道路封

闭，走不通要换道，怎么绕都进不去。”无奈

之下，徐强只能一遍遍给对方打电话摸索确认，

最后顺利把物资送到用户手中，那一单整整耗

时 40 分钟。他告诉记者，那会儿是 3 月份，

正是买菜难的时候，除非是用户自己取消不要，

否则自己无论如何都会将订单送达。

这也是疫情期间所有骑手的信念所在。特

殊情况下，超出服务区域的订单逐渐增多。虽

然大部分骑手对于配送范围以外的地方不太熟

悉，但只要需求在，再远的距离都能送到。

徐强的同事就遇到了这样一位独居在农村

家中的老人，子女都住在市区，由于封控没办

法回家照看，只能替老人在线上抢菜，希望站

点能帮忙配送。尽管对于骑手小哥来说，老人

的住址已经超出配送范围两三公里，但他依旧

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为独居老人送去急需的物

资。不论距离，亦不惧风雨。四月的上海，遭

遇了几场暴雨袭击。一天傍晚，徐强正在外面

派单，突然天降瓢泼大雨，来不及穿上雨衣，

浑身就已经湿透，但他只能咬牙坚持，继续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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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前行。到了小区门口，前来拿菜的用户看

到徐强被雨淋湿的模样，心疼不已。第二天，

为了表达谢意，在叮咚买菜的粉丝群里，大

家自发组织团购奶茶送给骑手小哥。“疫情

期间东西不好买，一杯奶茶 30 多块钱，送

给我们大家伙一人一杯，真的特别感动。”

徐强感慨道。

疫情之下，上海的沿街商铺关着门，

路上只有一些防控人员和来来往往的外卖骑

手。“以前晚上送货的时候，路上车来车往，

还感觉不到什么。现在晚上送货，路上没有

车，人也基本看不到，就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在路上。”每天在外面奔波，徐强心中难免

忐忑。“说不害怕那是假的，家里上有老、

下有小，如果我感染的话，他们肯定也会非

常担心。”目前，徐强和妻子两人在上海工作，

母亲则在河南老家照看孩子。疫情发生以来，

母亲和妻子每天都要和徐强通一次电话。妻

子告诉他，不论忙到多晚，只要下班都必须

给她打个电话，这样她才能安心睡觉。“我

真的觉得挺对不起家里人的，有时候媳妇问

我下班了吗，我只能匆匆忙忙回复一句‘忙呢’。”

徐强告诉记者，两个多月以来，他和妻子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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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几次面，都是妻子在平台下单成功以后，

他来派单时，两人隔着小区门远远地打个招呼。

结婚以后，家里一直都是徐强负责做饭，妻子

并不会下厨。疫情期间，独自在家的妻子不得

不从零开始学着做饭，徐强给她推荐了几款手

机 APP，上面有各种各样的食谱可以跟着做。

“前两天她还跟我说，不知道吃了什么，

胃不太舒服。她自个儿在家做饭，我估计也做

不好。”对此，徐强虽然心疼，但也无可奈何，

只盼望着战胜疫情之后，能回家给妻子做顿好

吃的。

“那天的鸡腿格外香”
妻子在家摸索着做饭，留宿站点的徐强也

因为超市、餐馆相继闭店管理，一日三餐由公

司负责统一调拨，早餐有牛奶和面包，午餐是

自热米饭，晚餐则是面条、水饺等。不过忙碌

起来，顾不上吃饭也是生活常态。每天早上，

徐强简单扒拉两口牛奶和面包，就要赶在六点

半送出第一批订单。中午忙完基本要到两三点，

已经过了饭点，为了节约时间，他通常会一边

加热米饭，一边拿取订单，吃完就立刻继续配

送物资。一天下午将近三点，徐强还没吃上午

饭，就想着回站点吃碗泡面再继续送货。没想

到，他刚把方便面泡上，就有一位用户匆匆

忙忙打电话过来，非常着急地表示，家里到

现在还没吃饭，希望能尽快派单。听到电话

里对方焦急的声音，想到还有人在等菜下锅，

徐强放下了手中的泡面。“虽然吃一碗面也

只需要五分钟，但还是不想耽搁用户的时间，

等送完回来再接着吃。反正当时已经饿过头

了，没感觉了。”徐强笑着说道。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当他把订单送到

小区门口，对方从里面递出来一份自己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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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盒饭，有酸辣土豆丝、大鸡腿……那一刻，徐

强一下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特殊时期，大家

的物资都不富余，买菜也不容易，居然还给我送

了个鸡腿。”他告诉记者，之前每天都在吃快餐

和速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到肉了，当时猛地

看到肉，尤其还是用户送的，感到滋味特别不同。

“能帮一个是一个”
回忆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徐强表示，自

己并没有多大的理想抱负，只是想着这份工作在

特殊时期对大家而言很重要，不知不觉就坚持到

了今天。“更何况，我还是个党龄 14 年的老党员，

在老百姓有困难的时候，理应要挺身而出，要不

然党员的意义在哪里？”14 年前，还是一名预备

党员的徐强，亲历过汶川地震救灾现场，是首批

到达震区的解放军之一。彼时，他所在的部队驻

扎在四川阿坝州，2008 年 5 月 12 日中午刚吃完

饭，大家就感受到一阵晃动，后来才知道是地震。

当天晚上，部队接到通知，连夜紧急集合，带上

物资和救灾装备，赶往灾区支援。

刚出阿坝州时，大部队还能坐车，进入震

区附近之后，由于余震不断，山上有碎石掉落，

只能改为徒步。作为通信兵的徐强，身上还带着

百十斤重的有线电话、电台等设备，一路跑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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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那天晚上，徐强感叹十分艰难，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连长

喊道：“兄弟们，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没办法回

头了，只能向前走！”

抵达灾区之后，由于道路破坏严重，赈灾

物资无法及时送达。看到老百姓没有吃的，徐

强和兄弟们就把带来的干粮分出去，自己则连

着三天，每天只喝两顿稀饭。“当地的村支书

看到之后，就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但大家伙

都没要，转手又送给了有需要的老百姓。最后，

村支书就带着几十位村民直接给我们下跪，求

我们收下这份心意，那个时候真的哭了。”尽

管已经过去了十余年，但话至此处，徐强依旧

热泪盈眶、声音哽咽。

对他而言，那是一场终生难忘的抗震救援，

也是一次珍贵无比的人生经历。曾经的废墟之

上已重现勃勃生机，但那些刻骨铭心的悲痛与

感动永远埋藏在他心中，化作无穷的力量，驱

使着他勇毅前行。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

徐强告诉记者，他心中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

尽最大的努力，能送一家是一家，能帮一个是

一个。“我经常想，这一辈子能帮过这么多人，

也算是没有白走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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