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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大幅延长 运价冻结能否降温海运
海运运费居高不下，我国外贸企业深受影响。9月14日，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商
务部将适时推出针对性强的政策支持举措，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帮扶力度。积极支持跨境电商、海外
仓、市场采购、离岸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此外，一路狂飙的海运价格也或将得到控制。近日，达飞海运等航运巨头纷纷宣布将冻结运价。专家认
为，“冻价”从长远来看将对外贸市场发挥稳定剂作用。但有外贸从业者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一舱难求”是
更大的问题，“冻价”能否真的让外贸企业获利还很难说。

运价猛涨6倍
去年以来，海运运费一路大涨。截至9月
10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持续上涨至
4568.16点，为去年4月低点的将近6倍。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国际物流在线平台
“运去哪”看到，9月30日从上海运往法国滨海
福斯的现舱售价14000美元，库存仅剩1个。
“近期集装箱价格还是一路涨，比如到美
国东岸的大箱子已经到了21000美元左右，
到美国西岸的一般是15000美元。去年涨价
之前的价格大多在3000美元左右，而且现在
价格这么高了还是订不到，只能提前2-3个
星期订。”一名外贸行业从业者刘洋（化名）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
中信建投近期研报指出，集运超级旺季
或将创纪录延长，疫情叠加各类事件影响下
目前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供需关系改善。疫
情下各港口对挂靠船只的管控升级，加剧班
期的延误和供需矛盾，例如洛杉矶锚地等泊
的集装箱船舶数量再次创历史新高。
克拉克森研究服务有限公司9月13日的
数据显示，航运业已录得2008年以来最强劲
的日收益。
疯狂的运价也引起了监管的重视。近日，
中国、美国、欧盟相关部门召开全球航运监管
峰会，与会方分析了当前海运行业面临的困
难及海运行业受影响的原因，未来采取可能
的何种举措可以使海运行业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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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业务快速发展

实际上，除了寄望于海运价格趋稳，政
府、地方和外贸企业自身也都正努力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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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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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0年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
达1.69万亿元，同比增长31.1%；海外仓数量
1800个，面积1200万平方米，分别增长80%和
50%。
在海运逐渐失去原本的低价光环后，中
至欧洲航线 至地中海航线 至美西航线 至美东航线 至澳新航线 至南美航线 欧班列在这一年快速发展。据满洲里海关统
计，今年8月，经满洲里铁路口岸进出境的中
“外贸基本都是国外客人付运费，但现在 欧班列各项指标再创今年新高，全国首列“铁
很多运费已经高于货值了，国外销售的价格 路快通”中欧班列也于近日自新疆阿拉山口
高价已成必然
上涨，还订不到舱位。久而久之，外贸公司的 驶出。
“冻价”能否真的发挥作用？在刘洋看来， 货出不去，外贸加工厂的货也发不出去，导致
发展“海铁联运”则是另一种渠道。如位
目前来说“一舱难求”是更大的问题。
货物积压，仓库放不下，就只能减少生产了。” 于浙江湖州的长兴宝钛物流的主要业务就是
“比如说达飞，它给的报价其实是远远 刘洋解释称。
海铁联运代理。公司业务销售林阳告诉北京
低于市场价，到欧洲的话小柜子报价不到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航运 商报记者：“比如从湖州到宁波北仑港，通过
8000美元，但就是订不到。跟你说舱位放不 价格的持续无限走高必然会对航运本身及其 海铁联运的方式能够直接开进港区，不需要
放的下来无法确定，等到能确定的时候又涨 涉及的产业链造成打击和损害，过高的涨幅 管开港时间，也能更优先地上船。”
价了。即使真的冻价了，那也还是没有办法 可能会引发世界产业格局、产业链与价值链
同时，浙江省也搭建了国际集装箱“一键
订到冻价的舱位，等起来遥遥无期。更何况 的重构与迭代，从而对航运业造成不可逆的 式”场景应用。“企业在填报‘订单+清单’时，
这其中还有很多货代的费用。”刘洋向北京 损害。
系统将一并上报接下来几个月的仓箱需求，
商报记者透露。
白明认为，冻价确实有助于减少我国外 让原本企业碎片化的仓箱需求实现了集成。
对于外贸企业来说，“ 运费高于货值”的 贸企业的不确定性，但是增加了高价的确定 之后，这些数据将通过省海港集团，集中反馈
问题逐渐凸显。任鸿斌在发布会上谈到，近期 性。“把这个价格定在了高位，而不是我们最 到各大船用公司，并配合相应的激励政策，有
调查显示，中小外贸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 希望的回落到合理水平。不过至少是稳定的 助于引导更多集装箱聚集。”浙江省商务厅副
海运运费居高不下是一个因素，造成了“有单 高位了。所以对于外贸企业来说，还要增强我 厅长胡真舫此前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不敢接、有单不敢做”的情况。
们产品的竞争力，克服这样的涨价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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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之后，多家航运巨头宣布“冻结运
价”。达飞海运宣布，未来5个月内在全球范围
内暂停即期运费上涨，马士基、赫伯罗特等也
承诺在未来几个月内不会进一步上调市场即
期运费，暂时保持当下的运价水平。
“作为海运巨头，它们更关心的是长远的
发展，如果说价格继续失控地上涨，很可能会
失去客户资源，不利于这些大型航运企业的
长远发展。而现在相对来说价格处于高位，此
时冻价对企业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事。”商务部
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
由于港口运力供不应求，近期不断有新
的小型承运人加入太平洋市场。白明认为，海
运巨头此举，既稳住了客户资源，短期收益也
确实能够得到保障。同时，有利于维护行业竞
争群体的稳定，避免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到海
运行业的竞争中。

西街观察

ijie observation

李宁划了一道口子
杨月涵

运动鞋“咬人”闯祸，李宁走上
风口浪尖。
“第一局打的时候鞋前面不知
道怎么开了，有个像钢丝还是线一
样的东西把我的脚划开了。”在近
日的全运会比赛中，羽毛球运动员
陈雨菲因穿着李宁羽毛球鞋导致
右脚大脚趾被划伤。对此，李宁表
示，进一步跟进伤势和情况。但直
到目前，李宁依然没能给出一个详
细的解释。
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一
方面在于运动员身上的装备出了问
题，比赛掉链子，无异于“神助攻”变
成“猪队友”。另一方面也在于，艰难
新生的李宁，乘着国货崛起的风，却
在质量上干了伤人感情的事。
有人在崩塌，有人在重塑。过去
几年，伴随着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崛
起与消费观念的改变，洋品牌祛魅，
躺赢的局面成为历史。以李宁回归
为起点，以安踏线上销量首超耐克、
阿迪为高光时刻，又以鸿星尔克迸
发的国货之光，浮浮沉沉的几年后，
国产运动品牌陆续新生。
天时地利人和。市场机遇、民族
情绪、品牌崛起，各种力量交织恰到
好处。消费升级的大潮之下，国产运
动品牌随之升级，高质量和高性价
比成为新标签。
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李宁
产品这次翻车，被舆论形容为遇上
了“技术危机”，甚至有人说品牌急
需补上产品课。
而不少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都
将李宁这次翻车与重营销轻研发联

系起来。今年8月，李宁公布了上半
年财报。无论是营收还是净利润，都
实现了井喷式增长。但与之形成对
比的是，李宁的研发及产品开发开
支占比从未超过3%。
虽然任何品牌都难免有瑕疵，
但严把质量关是把风险系数降至最
低，把安全系数无限提高。对于日渐
走红的国产运动品牌而言，这才是
出圈后真正的考验。
质量是品牌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时的崛起，不是真正的崛起。长
红的密码在于良性循环，营销重
要，但不能只靠营销。原创设计、技
术创新、质量把控、品牌营销环环
相扣，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容易翻
车。在这之间，生产厂家、经销商、
品牌商，任何一方或许都无法置身
事外。
陈雨菲的鞋划出了一道口子，
从这个口子里，更多问题应该被重
新审视。业绩上涨之外，国产运动品
牌在“国货替代”的热潮里，时而也
走上了问题重重的老路。
炒鞋，便是其中之一。社交媒体
发酵，各路资本跟风，让部分限量
产品有了溢价的空间，于是以李
宁、安踏为代表的国产鞋一度遭遇
爆炒，在消费者眼里演变为一场场
错付的闹剧。
正如新华社点名，诚信经营童
叟无欺始终是企业应当遵循的发展
正道，借机偷奸耍滑坑蒙拐骗终究
只会害人害己。胜利来之不易，更要
珍惜自己的羽毛。无论是质量还是
诚信经营，都是题中之义。

燃料电池研发加速 北京氢能产业破题
继陆续印发《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发展
规划》）后，9月14日，北京市经信局又对北京未来五年氢能发展方向和重点工
作做了进一步介绍。据悉，我国将加快氢燃料电池研发，提供充足氢能供给，
以冬奥会筹办和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为牵引，推进氢能基础
设施建设，并打造绿色智慧能源产业集群。

加快氢能多场景应用
在大兴氢能产业园区院内，一辆绿色
的大巴车似乎与日常公路上所见的车辆并
无两样。但其实，其内部构造和性能却完全
不同，这是一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的氢能
大巴车。
福田欧辉燃料电池系统工程师王枫介
绍，这辆车具备全气候、全工况零排放、无污
染的特点，车内有6瓶组166升的氢气瓶组，
充气15分钟左右能跑大约500公里，约有212
辆车将服务于北京冬奥会。
“冬奥会环境温度比较低，整车在耐受了
低温环境下的存储和启动才能够保证正常运
行，因此必须攻克-30℃以下的启动以及
-40℃的储存，通过采用耐高寒的动力电池，
给整车进行能量供给。”王枫说。
冬奥会筹办是氢能产业应用的重要场景
之一。北京市经信局材料处副处长冷少林介
绍，《实施方案》提出以冬奥会筹办和京津冀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为牵引，推进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建设京津冀燃料电
池汽车货运示范专线。围绕“区域性综合示
范”
“分布式能源示范”和“氢能工业车辆示
范”，开展绿色氢能全场景示范应用，加快氢
能在交通、发电、供能、工业等多领域全场景
示范推广应用，带动全产业链技术进步与产
业规模化、商业化发展。
“京津冀三地已具备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的基础条件，产业跨区域、集群化的协同发展

势在必行。”冷少林说，具体分工上，北京聚焦
氢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终端应用，打造氢
能科技创新引领区；天津发挥行业标准制定
和检验检测服务能力，打造氢能示范服务先
行区；河北立足氢源供给优势，打造氢能产业
供给核心区。统筹推进京津冀区域氢能供应、
整车制造和应用示范，实现氢能制、储、运、
加、用全产业链布局。

监横井孝典表示，“ 最重要的是加强基础设
施，中国在加氢设备上的数量还是远远不够
的，到目前为止全国大概有100多座加氢站，但
加油站已经有10万个以上了。如果想普及氢能
乘用车，最大的困难就是加氢的基础设施”。
为保障氢能供给，侯颖表示，北京遵循
“就近供应、自产自用”原则，采取“择优组合、
区域互补”策略，利用工业副产氢、可再生能
源制氢等多元化方式，为示范城市群提供充
足、稳定、绿色的氢源。结合实际应用场景和
车站相随原则，合理布局加氢站等基础设施，
形成相对完善、稳定、高效的运输网络。通过
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等多种措施，降低氢
气制储运加环节的综合成本。

寻求产业集群式发展

事实上，氢能产业正是北京高精尖产业
在《发展规划》中，特
燃料电池、加氢站打基础 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部分。
别提到以氢能全链条创新为突破，推进新能
氢燃料汽车市场化推广离不开燃料电池 源技术装备产业化，打造绿色智慧能源产业
的研发应用和加氢站的建设。今年8月，包括 集群。
北京市大兴区等7个区在内的城市、地区获批
具体到大兴区，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大兴
为国家首批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区经信局副局长陈红表示，大兴区通过产业
群，将围绕“车用在哪、氢从哪来、技术如何突 组团发展的模式，带动产业协同创新，重点发
破、产业如何持续发展”四大关键问题开展燃 展生物医药产业，培育壮大氢能和商业航天
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
战略新兴产业，积极构建新国门高精尖产业
在氢燃料电池研发应用上，北京市经信 体系。紧抓双碳战略目标，牵头京津冀燃料电
局汽车处处长侯颖介绍，北京聚合北汽福田、 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建设，打造引领全球的大
亿华通、国电投等优质企业资源，按照市场化 兴国际氢能示范区。
模式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会参与的创
除了氢能产业，“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
新体系，以实际应用场景为导向开展核心技 构建“2441”高精尖产业新体系。经过前期的
术攻关，聚焦突破整车、电堆、膜电极、质子交 创新积累和产业孵育，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
换膜等关键产业环节，在示范期内率先实现 逐步进入创新自主化的攻坚期、产业集群化的
自主化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商业化应用，实 发力期和数字智能化的迸发期。北京市经信局
现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从基础材料到关键部 总经济师彭雪海介绍，北京力争到2025年形成
件100%国产化替代，产业链整体技术水平达 4-5个万亿级和一批千亿级集群规模，掌握关
到国际领先。
键核心技术、产业技术体系完备、大中小企业
氢燃料汽车如何走入寻常百姓家？丰田 融通发展、处于国际国内领先地位的创新型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事业企划部项目总 产业集群。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