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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宋笛

9月 17日，铁路总公司公布了一
组数据，数据中显示国家铁路日均装

车量达到了 133018车，环比、同比分
别增长 2.2%和 2.4%，为今年 4月以
来的最高水平，透过这组数据来看，

已持续近 3 个月的货改确实成效显
著。然而，铁路货运的“痼疾”并非一

日之误，要彻底改变也不是能一蹴而

就的，铁路货改尚待进入“深水区”。

浅层改革成效已显
红利恐难持久释放

“从 6月中旬开始，各种各样的
政策就开始下来了，接连开了好几次

会，都是关于货运改革的。这几个月，

明显能感觉到工作量增加了，今年中

秋节一天假也没能放成。”潍坊市铁

路局货运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也正是全国货运改革的现状，

从 6 月开始铁路货改就如火如荼地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过 3个月时间
的改革，铁路货运确实呈现着逐渐增

长的趋势。记者从铁路总公司了解

到，全国铁路的货运量已经连续 3个
月实现增长。然而，对于在目前的改

革深度范围内这种增长的可持续性

也有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两个月我接到了 7、8个铁路
上的朋友打来的电话，都是为了让我

去他们铁路局运输货物。”山东一家

钢铁公司的负责人杜先生告诉记者。

杜先生所说的也正是铁路现今

货改的一个主要方面，即对终端受理

方式的便捷度和态度大幅改善。潍坊

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铁

路局为了改善以往消极“等客”的方

式，建立了营销部门，对内称作货运

中心，该部门专门负责主动联系当地

的货运大户，以期获得更多的货运订

单。

对于这种主动的营销方式，杜

先生表示，一方面很支持铁路肯跨

出这坚实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如果

只凭终端受理态度的改善或许能推

动一时的运输量增长，但是长久来

看这种方式所起到的效果还是比较

有限的。

“现在物流企业很多，我们企业

考虑运输的时候选择也很多。在选择

运输方式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从运输

成本、运输时间等多个方面考虑。相

比较服务态度的转变，我们更期待铁

路能从运输内部的管理模式上做出

更多的调整。”杜先生说。

深层改革初现方向
管理及运营成改革主场

在拨打中铁快运的客服电话时，

依然能从其公司介绍中听到：“中铁

快运是铁道部直属的大型国有专业

运输企业……”然而，不仅铁道部已

经成为了过去式，就连中铁快运与地

方铁路局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在铁路

货改中出现了变化。

6月中旬的铁路货改将三大铁路
运输公司的相关业务划分到地方铁

路局，货运增收部分将全部归铁路

局。现今这种内部机制的变动已基本

完成，“现在我们只能承担一些货运

代理业务，其他的项目还是得找地方

铁路局。”中铁快运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这一变动是铁路货改中现今为

数不多也是最为亮眼的内部管理机

制改革，像这样的改革方式是对利益

分配有所触动的方式，相信如果以后

铁路货运要真正走向市场化，这样的

改革是不会少的。”南宁市铁路局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而在 7 月初，上海铁路局等 12
家地方铁路局向全社会对铁路快

运货物班列承租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就被视为铁路改革深度层面的

另一种尝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虽然这次招标的结果并不如

意，有 27 个标段流标，但是这种和
物流公司进行合作的新运营方式

还会继续推广。

“下一步，改革可能会继续深入，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管理层面

的优化，另一方面是货运运营方式的

改变。管理层面和运营层面改革的难

度会比目前的营销层面改革更难，但

大的趋势是不会变的。”铁路局货运

相关的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内部机制调整
将成货运改革攻坚阵地

“现在的货运改革还是停留在一

个比较浅的层面的，主要是在终端层

面上的一些调整，真正的改革是铁路

内部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才是

最有难度的地方，也会是货运改革最

核心的地方。”长安大学综合运输经

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吴群琪教授告

诉记者。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的货

运改革从市场层面的角度来讲确实

是卓有成效的，但是这些终端的调整

背后依然是沿用着以往的管理和运

营模式，这种层面的改革对于铁路货

运“痼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改革最

为核心的区域在铁路内部的利益关

系分配，包括货运指令的统一与货运

收益分配的分散之间的矛盾等，这些

将会是货运改革的攻坚阵地。

“下一步的货运改革肯定是需要

从铁路内部的体制结构调整入手，这

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阶段，不可能一蹴

而就。但不管怎么样，铁路货运如果

要真的走向市场，就不可能仅仅停留

在现今的阶段，改革肯定还是会继续

深入的。”吴群琪教授说。

铁路货改下一步：内部利益分配

今年 1—6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297.3亿元，
同比增长 13.3%；实现利润总额 1351亿元，同比增长 16.6%。

拐点隐现 纺织行业利润增速加快

我国纺织行业在遭遇了去年的

“寒流”之后，今年上半年，行业经济

运行质量的下滑状况有了大幅改

变，呈现出显著的复苏迹象，行业内

普遍对市场给予了乐观的预期。目

前来看，行业发展的不利因素虽仍

存在，但是内需市场基本面依然良

好，随着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稳步

推进，我国的纺织行业或将在下半

年迎来拐点。

纺织行业发展
已经出现恢复性行情

2013 年上半年纺织行业经济运
行数据日前出炉。根据国家统计局

和海关数据统计，今年 1—6 月规模
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29297.3 亿元，同比增长 13.3%；
实现利润总额 1351 亿元，同比增长
16.6%。1—6月，全国共出口纺织品
服装 130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85%。全行业 500 万元以上项目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3915.9 亿
元，同比增长 15%。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称，这一数据表示上半年纺织行业

发展已经出现恢复性行情。对于各

项指标基本实现稳定增长的原因，

朱庆骅分析认为，一方面，纺织品的

主要原料棉花今年上半年价格呈下

降趋势，这有效提高了纺织行业的

盈利空间；另一方面，纺织品出口量

出现明显增长，为纺织行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股市行情

出现了一股波动，就在很多人以为

冬日已过，牛市临门的时候，大盘却

转势一扭。纺织企业在市场整体疲

软的情况下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在度过了 2012 年的艰难岁月
后，今年纺织业的情况开始有所好

转。出口的生丝和棉纱线价格也开

始逐渐反弹。与去年相比，今年纺织

品的出口总量与出口增速都有很大

幅度的提高，再加上国内棉价的逐

步下降，我国纺织行业的业绩也有

很大提高。”浙江省杭州市的一家纺

织企业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

说。

在收入升高和成本下降的双重

驱动下，纺织行业利润的增速在逐

步加快。自 2012年 6月触底以来，纺
织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累计增速达

到了 15%，利润增速累计也已恢复
到 20%以上。由此可见，业绩复苏推
动了纺织业行情向好，照此下去，纺

织业下半年或将表现强势。

压力犹存
纺企海外“拓疆”

上半年，虽然行业各项经济运

行指标基本实现稳步增长，出现了

明显回暖迹象，但是在行业经济运

行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

题。

朱庆骅认为，这一阶段我国纺

织行业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产能尚未实现升级转型，仅有

少部分企业专注于技术研发，产品

附加值较低；其二，纺织行业品牌化

程度较低，压缩了纺织企业的盈利

空间；其三，行业集中度较低，竞争

激烈。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新闻中心

和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联合指

出，下半年纺织行业的外部形势依

然较为复杂。一方面，支撑行业发展

的有利因素仍然存在，内需市场基

本面依然良好，具备继续实现平稳

增长的条件；行业结构调整与转型

升级继续推进，将加强行业发展的

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行业面临的各

种外部压力仍不容忽视。

“目前，我国纺织行业用工成本

比东南亚国家高出 1—3 倍，用棉成
本高 30%以上，加上东南亚国家在
发达国家享有的低关税优惠，即便

充分发挥产业体系与生产效率优

势，中低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明

显下降。”近日，在“中国纺织产业实

施‘走出去’战略交流大会”上，中国

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为我国

纺织行业的前途深感忧虑。

原材料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力

成本不断增加、拿地基本没戏……

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

颈。显然，只有跨出国门，在海外进

行投资，建立高效的跨国供应链，实

现最优的资源配置，才是纺企可持

续发展的一大出路。

为此，红豆、波司登、天虹、申洲

等企业纷纷海外建厂开店。显而易

见的是，土地、人工等成本优势是很

多大企业投资海外的最初原动力。

“我们园区的月基本工资也就

是 100美元左右。”谈及投资原因，
红豆集团副总裁陈坚刚介绍，上海

的操作工每个月工资是 439美元，对
比上海，确实便宜不少，这笔省下来

的钱就可以转化为企业的利润。

实习记者 赵玲玲

近日，由华泰汽车推出的“T”动力 SUV———圣达菲 2013
款，成为 10万元内动力最强、配置最丰富，且唯一配备 1.8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国际中级 SUV，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价值
体验，傲然领跑自主 SUV车市。圣达菲 2013款自今年上市以
来深受市场热捧，对国内 SUV 车市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使
圣达菲享誉全球的盛名在中国汽车市场继续发扬光大；而华

泰汽车将全球先进技术、先进服务理念运用于自主品牌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上，也为国际知名的圣达菲铺开更为宽广

的中国路。

由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与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2013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即将于 10月 12日—15日在
杭州世贸国际展览中心，与第十五届杭州西博会同期启幕。据

透露，本次活动囊括产业成果展览展示、产业发展趋势研讨互

动、产业学术技术交流、产业项目合作签约、产业成果考察走

访等诸多内容。通过“制造业信息化高峰论坛”、“中国智慧城

市（镇）高峰论坛”等系列核心活动的开展，号召产业精英人

物，汇聚产业发展能量，加深产业官产学研的有效对接。

近日，由中国大运河文化研究院、北京市通州区宣传部、

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运河城市祈福运河

申遗风筝联谊表演在北京通州举行，来自 17个运河城市的
51位文化系统工作者和风筝爱好者齐聚通州，共同放飞风筝
祈福大运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为实现运河申遗梦、中国梦祈

福。活动当天，17个城市的风筝爱好者一齐放飞中华民族祈
求吉祥、安康的祥瑞之物———风筝，在运河上空织起一片锦绣

天空，掀起弘扬运河文化的高潮。

9月 23日，中国数字电视领导者同洲电子在北京隆重举
行“1+1”电视互联网发布会，同洲电子董事长袁明现场宣布同
洲飞看盒子的开售暨蘑菇 UI发布，开创电视互联网全新生态
模式，宣告电视“盒”战争的彻底结束。蘑菇 UI带来了全新极
致体验的电视互联网操作系统，其交互应用系统基于对用户

需求的深刻理解，让用户在电视和移动设备之间自由切换，从

壁纸到应用，创建完全属于自己的电视。此外，55英寸智能一
体电视机飞 TV 同时闪亮登场。 （文奕）

冀中能源邯矿集团郭二庄工会在生产工作中全面推行一

线工作法，扎实推动了工会整体工作的开展和工会干部形象

的树立，助力实现安全生产。力量向一线倾斜、问题在一线解

决、作风在一线转变、形象到一线树立等系列活动，深入生产

一线，让工会干部更加贴近职工、贴近基层、贴近一线，真正了

解、体验一线职工特别是煤矿工人的辛苦和呼声，从而在一线

不断转变自己的工作作风。截至 9月底，该矿实现安全生产
2885天，创建矿以来最长安全生产周期。（王志强 刘俊平）

资讯

“T”动力圣达菲领跑自主 SUV车市

2013中国科技与信息产业周将举办

首届祈福运河申遗风筝联谊表演举行

同洲蘑菇 UI引爆“1+1”电视互联网

冀中能源股份公司显德汪矿把“从严从细，求实求新”作

为企业的管理核心理念，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推动矿井提质

增效。该矿以提高经营绩效为目标，以降低生产成本为重点，

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涵盖全矿所有岗位的《全面预算管理办

法》，定期对各单位的材料费用指标进行对标分析和考核。该

矿坚持“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组织采煤区队开展煤质竞赛，

采取“吨煤工资与煤质挂钩考核”的办法，从源头上降低原煤

灰分和含矸率，确保原煤热值达到用户要求。 （张瑜）

显德汪矿以精细管理助推提质增效

9月 28日，宝马 MINI公开课在北京翼翔航宝马 MINI4S
店开讲，赛车手、古董车收藏家韩岳亲授“MINI的趣味与特技
驾驶”。此次公开课由宝马 MINI用户、MINI爱好者和各界媒
体朋友参加，由资深赛车手韩岳为车友讲解宝马 MINI漂移入
位、双轮行驶等特技的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并且现场播放了

宝马 MINI海内外表演视频，课堂气氛活跃，设有有奖问答环
节。此次公开课不仅普及了宝马 MINI的基本常识，更突出展
示了宝马 MINI车型良好的驾驶性能和非凡的驾驶乐趣。

北京翼翔航宝马MINI 4S店公开课开讲

郭二庄矿工会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

近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指导，

360公司主办的 2013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ISC）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举行。伴随着虚拟化、大数据、云应用、byod 及智能
设备的广泛应用，互联网信息安全已成为信息领域的焦点。

360CEO 周鸿祎认为，未来的网络信息安全将是在云安全端和
大数据的基础上使 APT和 Oday结合，此次 ISC 汇聚了近百
位全球顶级信息安全专家，一起聚焦新时代的安全变革。

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聚焦网络安全

近日，由世界物流发展促进组织、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中

国商业联合会购物中心专业委员会主办的 2013中国电子商
务发展论坛暨人民通惠商城网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人民通

惠（北京）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裁李文学表示，目前，有价值行

业平台更受投资商青睐，垂直专业 B2B 平台将成为未来中国
B2B市场后发力量。人民通惠商城在诞生，也将成为我国电子
商务的新生力量。按照国家相关规划，2015年电子商务交易
额将超过 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将突破 3万亿元。

人民通惠商城网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从终端营销层面向管理、运营深层次改革推进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王利博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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