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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闻笛

2012年 10月 10日下午，由安徽
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安徽省发展改
革委、上海铁路局联合召开合肥至蚌
埠高速铁路开通运营新闻发布会。安
徽省发展改革委张天培副主任和上
海铁路局邹振辉副书记介绍了安徽
铁路发展以及合蚌高铁建设、运营安
排等相关情况。

根据安排，合蚌高铁于 10月 11
日上午 8：00开始，正式开始销售车
票，10月 16日正式开通运营，当日首
发列车为 8:00 开行的合肥至北京南
G262次。自 10月 17日起，按照列车
时刻表正常运行，初期每日开行高速
动车组列车 15对。其中，合肥至北京
南 9 对，最短运行时间由既有线旅客
列车的 9小时 32 分钟缩短至 3 小时
50 分钟；合肥至青岛 2 对，最短运行
时间由既有线旅客列车的 13小时 39
分钟缩短至 5小时 39分钟；合肥至
蚌埠南 4对，最短运行时间由既有线
旅客列车的 1小时 38分钟缩短至 38
分钟。此外，合肥至上海虹桥站相应
增开 2对高速动车组列车，最短运行
时间为 2小时 13 分钟。合蚌高铁各
次列车车票于 10 月 11 日 8:00 起正
式发售。合肥至北京南的高速动车组
列车票价为：二等座 429 元，一等座
722元，特等座 816元，商务座 1352
元。合肥至蚌埠南，二等座 61元，一
等座 102元，特等座 116元，商务座
192元。
联通省会经济圈

合蚌高铁的开通像是为合肥乃
至包括蚌埠、淮南在内的省会经济圈
安插了一对高速发展的翅膀。依托这
条高铁，人才、科技、物流、信息流都
将实现省内和省外的快速流动。

此次全线贯通的高铁共有六座
车站，其中蚌埠南、淮南东、水家湖、
合肥北城、合肥这五座都坐落在省
内，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看
来，高铁这个载体会在区域经济中发
挥串联和促进作用。合肥是合肥经济
圈里的中心城市，是皖江城市带的核
心城市，也是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
的龙头城市，这种快速交通的基础将
增强城市的辐射作用，帮助合肥成长
为区域性特大城市。
作为合肥经济圈内的兄弟城市，

合肥和淮南通过高铁可实现快速的
无缝对接。“不仅高铁，将来城轨也要
通连，交通的通达是‘同城化’的基
础。”合肥与蚌埠也将因为这条快速
通道走得更近：“合芜蚌将来不仅要
发展成为科技建设的试验区，也将是
社会建设的试验区。”王开玉研究员
说，在现代社会的建设中，交通的现
代化将为百姓生活提供舒适、便捷的
享受，“交通的快捷将是社会现代化
的重要方面。”
王开玉研究员认为，高铁一方面

将促进合肥、淮南，甚至蚌埠实现同
城化，另一方面也将使以合肥为核心
的江淮城市群的实现更具现实性。
“中心城市的发展将促进城市群的崛
起，通过交通格局的完善，合肥与周
边城市的互补发展将更具效应，产业
辐射面也将拓宽、拓广。”

更直接的
显现是，北上
进京的时空距
离将被大大缩
短，“根据经济

学上的‘牛肚理论’，包括安徽在内的
中部地区，其经济发展将为全国的经
济发展增添后劲，这就要向更多的发
达地区借力，现有通往北京的列车经
常票源紧张，亟须往来更便捷的通
道。”王开玉说，利用这条高铁发展
时，应结合地区实际，考虑让人流、物
流优先“走”高铁。

改变居民出行方式

高铁时代的到来，改变的不仅仅
是速度。合蚌客运专线即将开通，现
有运输格局将被打破，市民的出行习
惯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高铁也
将改变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约上好
友在周末从合肥出发去北京旅行愈
加可行。同时，高铁对于城市经济发
展的推动效应，也会在无形中发挥
出来。
而合蚌客运专线通车后，合肥到

蚌埠的快速通道打通，现有的客运格
局也将被打破。“合肥到蚌埠的高铁
最快只要半小时，车次据说也不少，
而票价估计跟汽车票差不多，这样一
来，汽车的方便快捷优势都不存在
了，影响可能比较大。”合肥汽车站负
责人王文军说，从长远来看，不仅合
肥与蚌埠之间的公路客运受冲击，合
肥前往宿州、淮北、徐州等整个北方
线的公路客运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眼下我们也在静观其变，届时将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班次。”

记者了解到，目前合肥至北京的
航班每天多达 10班，普通航班票价
为 990元，即使提前一个月能买到 3
折的特价票，加上燃油附加费和机建
费，去趟北京最低也要花费近 500
元；虽然飞行时间不到 2 小时，但出
入机场所花费的时间也不少。当合
蚌客运专线开通后，合肥到北京可
以高铁直达，不仅省钱，可能还会节
省时间。据知情人士估计，合肥到北
京的高铁最低票价在 300 元左右；
在时间上，乘动车从合肥至北京最
快仅需 3 个多小时，最慢也不过 5
个多小时。这样一来，航空的优势就
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影响肯定
是有的，但具体影响有多大现在还不
好说。”多家航空公司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均表示，目前还不便预测影
响有多大。但是，有航空公司透
露，如果对民航客流影响较大，
不排除有航空公司对票价打折
以吸引人气。

安徽旅游进入高铁时代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原本
就是异常火爆的旅游业，也将迎
来新的高峰。记者近日召开的
“高铁自由风、京皖新干线-高
铁旅游发展论坛”会上获悉。合肥已
经实现了一个小时到南京，两小时
到武汉、上海。10月 16号，随着合蚌
铁路客运专线的正式开通运营，合肥
四小时内可直达北京。业内人士分
析，这将带动安徽旅游全面进入高铁
时代。安徽省旅游局局长胡学凡说：
“高铁的飞速发展，使得全国大部分
地区的游客来安徽都不会觉得路途
遥远，会改变旅游产品格局，推动旅
游经济的结构调整，呼唤着安徽旅游
区域合作加快进程。”合蚌段作为京
福铁路和京沪高铁的重要连接线，将
带动安徽旅游全面进入高铁时代。安
徽旅游业迎来了新的机遇。

以黄山、九华山和太平湖为重
点，包括合肥市、黄山市、池州市以及
宣城市部分地区的“两山一湖”旅游
经济区，在安徽省旅游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是安徽旅游业的龙头。在高
铁的拉动下，“两山一湖”旅游有着极
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十分有利的发
展条件。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辉认为，作
为一个旅游资源大省，安徽下一步应
着力建立旅游服务体系。安徽应借此
机会加大省内几大旅游中心城市的
建设，特别是大力发展省份边际的城
市旅游开发，避免单纯依靠门票收入
的发展模式。

10 月 5 日上午，安徽临泉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郁杉深入到东南片
乡镇督察秋收秋种和农业结构调整
工作。

郁杉一行先后来到高塘乡贾王
中心村、范兴集乡刘庄中心村等地，
实地查看当前秋收秋种和农业结构
调整进展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和
种植大户沟通交流。当得知高塘乡
贾王村延秋辣椒种植基地，是本村
青年农民宋礼在乡镇政府的鼓励支
持引导下，一期已流转土地 500 亩，
全部建成温室大棚种植延秋辣椒，
目前长势喜人，已挂果进入销售期，
效益非常好，下一步将打造与范兴
集刘庄村蔬菜种植基地相毗邻的又
一千亩蔬菜基地。郁杉十分高兴，并
要求镇村干部紧紧抓住农民增收这
一核心，以土地流转为抓手，以特色
产业基地为依托，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规范操作，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
整，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郁县长在督察时指出，当前全县
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秋种工作即
将开始，当前农村各项工作任务繁

重而艰巨。各乡镇及相关部门一定
要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切实抓好当
前各项重点工作。一是突出抓好秋
收秋种工作。抓住当前晴好天气有
利时机，动员群众开展抢收工作，确
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工作要持续
开展农资打假工作，在尊重群众意
愿的前提下，依法规范加快土地流
转，加强统一供种、科技指导，着力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规模种植、
养殖业，逐步形成一村一品特色优
势产业。二是要突出抓好秸秆禁烧
工作，积极宣传秸秆禁烧政策，引导
农民做好秸秆还田和综合利用。三是
要切实加强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按照
全县依法整治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工
作会议要求，加大对肆意乱占耕地建
房违法行为的巡查、控制、打击力度，
做到重心下移、责任下移，坚决打赢
土地整治这场硬仗。并要积极做好美
好乡村建设前期准备工作，规划先
行，调研论证，抓好试点，有序推进。
四是要突出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省市
年终考评临近，要突出抓好信息核
查、全员人口数据质量提升等重点工
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全力做
好迎接省市考评工作。

合蚌高铁，为安徽提速

安徽省临泉县加快农业转型

当钢铁企业业绩普遍下滑的时期，宁波鑫韵钢铁有限
公司作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竟逆势而上，生意越
做越红火，不得不让人佩服总经理余建明的生意头脑。

80家大中钢企前八月亏损逾 30亿元
今年钢铁企业的形势让人堪忧。
1至 8月份，纳入钢协统计的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

计销售收入 23686.09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 6.21%，利
税 431.22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 66.8%，利润总额-31.84
亿元，同比下滑 104.2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8月当
月钢铁行业数据“触目惊心”，当月销售收入 2794.5 亿
元，利税 0.95亿元，利润收入-41.96亿元，盈利状况下
滑至年度最低点。

“种种迹象都看出，钢铁行业总体亏损的局面在不断
恶化，纳入钢协统计的 80户大中型钢铁企业中，8月份
亏损企业数量已经过半，达到 44家。” 一位中钢协权威
人士说。他坦言，实际上，如果单看钢铁主业，那么企业
亏损情况比这个数字还要更严重，基本上大部分钢厂都处
在亏损中。销售利润率更能说明这一问题，8月份当月纳
入钢协统计的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销售利润率为-1.5%，
而 1至 8月累计销售利润率为-0.13%。
统计局数据也足以说明这一问题，1至 8月份，全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 3.1%，而钢铁行业
下降 67.4%，跌幅远高于工业整体水平。

河北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生产的老总表示，不是赚
不赚钱，这几个月谁亏得少点都偷着笑了，尽管市场上的
铁矿石价格这几个月有所下滑，但是反映到钢厂生产上还
需要一段时间，加上下游需求不振钢铁价格下滑，导致行
业困境加剧，特别是相比较民营的中小钢厂而言，国有钢
铁企业因为负担重、管理成本高、决策不够灵活的原因，
亏损更为严重。正因为如此，很多钢厂都开始通过提前检
修等方式进行减产。据中国钢协最新统计显示，8月纳入
钢协统计范围的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粗钢日产量为 189.36
万吨，比上月减少 9.65万吨。与此同时，钢铁行业的低
迷导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放缓，8月份重点大中型钢
铁企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为 68.63 亿元，同比大幅减少
51.8%，1至 8 月份累计固定资产投资 731.4亿元，同比
减少 15.72%。
国际钢铁协会 11日表示，用于汽车制造和建筑的原

材料的全球钢铁需求量明年将放缓，原因在于中国钢铁消
费增长疲软，加之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同时预
计今年全球钢铁消费量将增长 2.1%，至 14.09 亿吨，明
年将增长 3.2%至 14.55亿吨。
新入行却逆市而上

“机遇并不都是在业绩风风火火的时候才出现，下滑
的时候，机遇同样也是潜藏着的，如暗物质，他的存在只
是我们看不见而已”。宁波鑫韵钢铁有限公司老总余建明
信心满满地说。

做钢铁产业余建明是新兵，刚入道，且恰在钢铁企业
业绩普遍下滑的今年才入伍的，对他的入伍许多老朋友皆
不是太赞同，认为钢铁事业的政策强，波动大，风险大，
水太深弄不好血本无归。
可余建明是个不信邪的人，认准的道他百折不挠，坚

定地走下去，他把多年做小生意积攒起来的几百万元，加
之同伴的数百万元，全部投在钢铁生意上。
在宁波，余建明做钢铁生意才入门，白手起家。但一

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余建
明入道晚，但他虚心向这个行业的老大哥学习，船小好掉
头，在今年钢铁行业业绩普遍下滑的情况下，逆市而上，
竟然走出困境，生意越做越大，令同行的老大哥对他刮目
相看。
鑫韵钢铁有限公司是如何规避风险，逆市而上的呢？

他们的做法看上去简单，却蕴藏着大智慧。
鑫韵钢铁有限公司对今年钢铁行业的判断是较长时期

是一个低迷时期，许多大企业为何越做越赔，就是钢铁价
格一路走低。若是一根筋，那风险就无法规避，越做越
赔，很可能血本无归。鑫韵钢铁公司英雄断腕，痛下决
心，中断与所有大型钢铁企业的供货合同。因为进货就
亏，进货就亏，不进不亏。但是生意还必须做，否则，坐
以待毙。
余建明选择一条“旱涝保收”的路，与唐山一家钢铁

公司签订了合同，不打预付款、价格随行就市，下家预先
联系好，这样就将上游与下游巧妙地衔接上了，自己拿少
一点利润，薄利多销。上游的货款及时付给。下游也觉得
货优价廉，非常乐意与余建明做生意。
这次钢铁行业利润大滑坡却成就了余建明，由于余建

明先前在钢铁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结识了诸多朋友，积
攒了人脉，最重要的是在行业里赢得了好的口碑：“余建
明人好”。
诚信是金。多年的行业信誉帮了余建明的大忙，在今

年钢铁产业萧条的境况下，异军突起，逆市而上，为他赢
得了生机，且带来了机遇。诸多大企业越亏越做，资金包
袱越背越重，不得已放慢脚步，或被逼停了下来。
可余建明的鑫韵钢铁有限公司却成了“幸运儿”，利

润直线上升，今年产值轻松过亿。
余建明说，“我从一个打工者一跃成为老板，产值过

亿，实现了一个打工者一举实现成为亿元企业老板的梦
想，实现了人生大跨越，靠的是诚信经营，踏实做人”，
虽然市场经济瞬息万变，但余建明依然觉得诚信是金。沧
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逆市成功方觉得诚信才是事业根
基，为人之根本。

鑫韵钢铁的
逆市经营

“机遇并不都是在业绩风风

火火的时候才出现，下滑的时

候，机遇同样也是潜藏着的，如

暗物质，他的存在只是我们看不

见而已。”
———宁波鑫韵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建明

县长郁杉到乡镇督察秋收秋种工作

为了形成全国前列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浙江将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
创新体系，重点扶持众泰集团、吉利集团、青年集团等骨干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技
术与产品开发力度，重点发展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及纯电动、混合动力
公交车，逐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比重；重点支持万向、超威、大东南等企业积极开
展动力电池的研发与产业化；支持行业骨干企业加快发展电动汽车电控系统、驱
动电机、电动转向、电动空调、电子制动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制造。 （汪益品）

日前，上海市国资委召开四季度工作会议。会议透露，1—8月，全系统实现
营业收入 1.0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6豫；实现利润总额 619.57 亿元，同比增长
2.1豫。对比今年上半年数据，上海国资系统经营形势正在好转。上半年，上海国
资全系统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727.20亿元，同比增长 10.2豫；利润总额 443.49亿
元，同比下降 6.6豫。同时，国资国企改革继续推进。1—8月，完成部分企业创业
板上市和非公开发行工作，资产证券化率达到 35.03豫。 （付贵）

上海国资经营形势好转

浙江扶持新能源汽车企业

江苏省委、省政府 员员日印发《关于加快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到“十二五”末江苏将培育形成
由百家创新型领军企业、千家科技型拟上市企业和万家高新技术企业组成
的创新型企业集群。到 2020 年，江苏将建立企业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
和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一批创新能力、规模与品牌位居世界前列
的创新型领军企业。 （茂林）

安徽省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做大做强主导产业的若干意见》，对八大主导产
业提出了发展意见，家电、汽车和新材料三大产业三年后产值欲破万亿大关。“到
2020年，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基
地基本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届时，安徽省将建成全国
最大的智能家电制造基地；打造国内最大的铜精炼和精深加工基地、全国规模较大
的铁基、铜基、硅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力争部分龙头企业跻身世界前五强。

（任东亮 朱冉冉）

江苏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集群

安徽 3大产业产值欲破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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