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份以来

数据显示

上海港集装箱日均吞吐量为12.58 万标箱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5%以上

最高日吞吐量已经超过14 万标箱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7473 列、发送72 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2%、2.6%

数据显示

今年1至6月份

成渝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2 万列大关

占全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约40%

截至6月30日

作为国民经
济的“大动脉”，
“海陆空”等交通
运输行业承载着
人员和货物流动
的重任，被视作
国民经济形势的
“晴雨表”。一段
时间以来，各地
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交通运输行
业积极探索发展
新路径，迸发出
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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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鹏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因
公章不慎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瑜尚居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证号为：
J6410027326901，声明作废。
●冯昌标遗失海口市龙华区面前
坡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二
期）集中购买商品住房、商业用房
协议及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一份，档
案编号：M1966，协议签订顺序
号：1086，声明作废。
●文昌市锦山镇湖山村民委员会
下东山村民小组原法人章（韩明
丰）遗失，声明作废。

遴选公告
遴选事项：招一家企业协助我司在
云龙镇开展500亩的土地流转工
作。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 7月
11日17时30分。
联 系 人：韦工 19808982827。
邮 箱：544459056@qq.com。

●潘大东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架子
工（普通脚手架），证书编号：琼
B02202100088，声明作废。
●海南中置创富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坐落于东方市八所镇东港路北
侧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琼
〔2019〕东 方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008266号，声明作废。
●五指山鸿源茶店吴素珍于2014
年12月租赁五指山电信房屋，缴
纳房租押金3000元，收据单号：
0055017，因保管不善已遗失，特
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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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玉沙
路椰城大厦一层。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热线：66810888

盛夏的上海港，远洋巨轮鳞次栉
比，堆场集卡穿梭不停，装卸作业繁忙
有序……自6月1日上海全面复工复
产以来，上海港重启忙碌模式。

数据显示，6月份以来，上海港集
装箱日均吞吐量为12.58万标箱，恢
复至去年同期的95%以上，最高日吞
吐量已经超过14万标箱。

“疫情之下，我们一天都没有停
摆。”上海港有关负责人说，作为全球
第一大集装箱码头的上海港，始终保
持24小时全天候作业，2万余名员工
第一时间封控作业，为供应链、产业链
保稳保畅提供坚实保障。

“全国交通网络总体畅通”“主要
物流指标稳中向好”“重点枢纽加快复
工达产”，在6月27日举行的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赵
冲久这样表述当前我国物流保通保畅
工作进展。

5月31日，国务院印发《扎实稳
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包括六个
方面33项措施，其中就有保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政策。在政策组合拳的效应
之下，全国多个地方物流货运进一步
恢复畅通。

面朝渤海，心向远洋。
在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天

津港，来自美洲、欧洲、东南亚的货物
在此集结转运，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
头，随着一艘集装箱轮缓缓停靠泊位，
一排电动集装箱卡车，按照电脑指令
在自动化轨道桥下精准对位，通过北
斗导航系统“带路”，按最优线路停
靠。远程控制自动化岸桥从集卡上抓
取集装箱，稳稳落在货轮上，整个过程
一气呵成。

港口强不强，关键看集装箱吞吐
量。今年前5个月，天津港集装箱吞
吐量完成 847 万标箱，同比增长
2.2%，创历史新高。

上海航运交易所出具的2022年
6月份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分析
报告中指出，相关港航企业在我国交
通主管部门积极指导和政策支持下，

全力投入生产经营，保证了主要港口
的正常运转。2022年5月，我国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延续良好表现，沿海和
内河港口吞吐量均上涨。

公路交通承担着全社会70%以
上的货运量，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通道。针对部分地区出现的货车
防疫通行过度管控问题，交通运输部
依托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会同相关成员单位，指导各
地分类精准实施货车通行管控。

湖北交通运输部门统筹协调，在
高速服务区设立46个免费核酸检测
点，日均服务上万名司乘人员；江苏交
通运输部门组织多次明查暗访，下沉
到全省416个高速公路查验点，积极
发动网络物流货运平台、物流协会等
社会力量，多渠道整改各地存在的道
路不通不畅问题；浙江通过出台安排
交通运输防疫支出专项补助资金、持
续做好通行费减免和港口收费减免等
10条关键性举措，交通运输部门切实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恢复发展……

骄阳似火，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上，
中欧班列“跑”出新成绩。

6月30日9点50分，两列中欧班
列（成渝）满载着电子产品、机械零件、
日用百货等货物，分别从成都国际铁
路港、重庆团结村中心站缓缓驶出。
至此，成渝两地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
突破2万列大关，占全国中欧班列累
计开行量约4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铁路部门发
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统筹用好
西、中、东通道能力，积极推进阿拉山
口、二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扩能改
造，与沿线各国铁路部门加强合作，开
辟了跨越里海、黑海经罗马尼亚进入
欧洲的南线新径路，实现中欧班列稳
定开行，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统计显示，今年1至6月份，中欧
班列累计开行7473列、发送72万标
箱，同比分别增长2%、2.6%。

深受疫情影响的航空业也呈现出
持续向好的恢复态势。今年3月以来，

全国民航单日航班量最低谷时仅为正
常时期的18%左右。进入6月后，民
航运输生产恢复速度加快。据飞常准
数据显示，近一周（6月27日至7月3
日）国内航线日均执行航班量达8951
班次，环比上升12%，日均运输旅客量
98.9万人次，环比上升15%。

伴随暑运的到来，民航市场进一
步加速“回暖”。暑运期间，南方航空
计划执行航班超16万班次，其中国内
日均计划执行航班量超2200班次；厦
门航空计划执行3.2万班次，预计将
基本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水平；东方
航空“上海至三亚”航线近期客座率接
近95%……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
结表示，当前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
巩固工作成效，全面支撑复工达产，加
快推进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长效化、制
度化、常态化建设。

（记者樊曦 谢希瑶 叶昊鸣 周
圆 刘红霞）

持续回暖 复苏向好
——“海陆空”行业年中观察

2022年上半年全国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
责人9日通报，2022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但臭氧浓度同比有所上升，长三角地
区、汾渭平原空气质量同比下降。

在环境空气状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空气
质量总体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4.6%，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PM2.5浓度为32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9%。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优
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
比下降4.1%。

同时，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臭氧浓度为144
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4.3%；长三角地区、汾渭
平原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分别下降5.4个百分点和
5.1个百分点，PM2.5浓度同比分别上升2.9%和
4.3%。

在水生态环境状况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地
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地表水Ⅰ至Ⅲ类水质断面
比例为85.7%，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
面比例为1.1%，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

重点流域Ⅰ至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7.3%，同
比上升3.8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8%，
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长江、黄河流域Ⅰ至Ⅲ
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97%、82.4%，同比分别上升
2个百分点、5.8个百分点；长江流域无劣Ⅴ类水质断
面，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黄河流域劣Ⅴ类水质断
面为3.4%，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地下水环境
质量、自然生态状况、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占GDP比重近四成

新华社广州7月8日电（记者马晓澄 洪泽
华）2022中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8日在广
东汕头开幕。会上发布的多份数字经济报告显
示，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继续快速增长，数
字经济已经由经济的组成部分转变为经济发展
的引领力量。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
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
达到39.8%。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
固、支撑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
2002年到2011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低于同期
GDP平均增速，数字经济仅仅是国民经济的一部
分。2012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
比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年均增速显著高于同期
GDP平均增速，已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力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洞察》显示，中国已经成
为数据量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预计
到2025年，中国数据总量全球占比将接近30%。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立说，
数据显示中国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成果逐
步凸显。未来随着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化
效率提升业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推动数字经济整
体规模持续增长。

“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在保持规模高速增长
的同时，正向基础更牢、结构更优、动力更足方向迈
进。”张立说。

7月9日拍摄的国家速滑馆。
当日，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场馆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正式对外开放。国家速滑馆先期开放
约6000平方米冰面供公众滑行，公众可近距离
接触体验北京冬奥会“最快的冰”。 新华社发

北京冬奥会场馆
“冰丝带”正式对外开放

7月9日，商户在广西
南宁市一家农贸市场摆放
蔬菜。 新华社发

当前，各地复工复产持续推进，重点产业链供应
链逐步畅通稳定，保供稳价政策效果不断显现。
PPI同比涨幅逐月回落，其中上半年同比上涨7.7%，
低于去年全年8.1%的涨幅。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国家有关部门积极
应对，及时采取供需双向调节、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
做好预期管理等措施，打出保供稳价的政策组合拳，坚
决遏制价格不合理上涨，推动PPI涨幅有序回落。

受外部因素影响，我国能源外部压力有所增加，
尤其是油价涨幅较高，但总的看，能源供需保持平稳
有序仍有支撑。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此前介绍，5月
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1.59亿吨以上，同比增
加5000多万吨；主要油气企业成品油库存保持高位
运行，天然气管存、罐存均处在高位水平，能够有效
保障需求。

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也在不断发力。国家发
展改革委日前表示，经国务院同意，当国际油价超过
每桶130美元调控上限后，国内成品油价格短期内
（不超过两个月）不再上调，后续如国际油价高于每
桶130美元调控上限的时间累计超过两个月，将提
前明确有关政策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魏玉坤 张志
龙 王浡）

保供稳价有基础有条件
——2022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物价篇

今年以来，在国
际通胀居高不下的背
景下，我国物价运行
总体平稳。国家统计
局9日发布数据，1至
6月份平均，全国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比上年同期上
涨1.7%。专家分析，
展望下半年，我国物
价或将延续温和上涨
态势，保供稳价具有
坚实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CPI月度同比涨幅均低
于3%左右的预期目标，其中6月份涨幅为上半年最
高，达2.5%，主要受去年基数走低影响，涨幅虽比5
月份扩大0.4个百分点，但仍处在合理区间。

CPI与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剪
刀差”进一步收窄。2021年全年二者“剪刀差”为
7.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降至6个百分点。

围绕稳物价关键环节，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
作，抓好春耕备耕工作”“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300亿元为实际种粮农民发
放补贴，投放100万吨国家钾肥储备；自今年5月1
日至2023年3月31日，对所有煤炭实施税率为零
的进口暂定税率；加快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完善煤炭
中长期交易价格机制……

面对全球通胀压力，我国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式的强刺激，科学把握政策力度、节奏和重点，确保
重要民生商品和基础能源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成为
全球物价的重要“稳定器”。

今年以来，尤其是进入3月份本土疫情多点频
发，给保供稳价带来一定压力。对此，全国多地加大
货源组织力度，加强市场价格监测分析预警，畅通

“最后一米”配送通道，确保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不脱
销、不断档。

近段时间以来，受部分养殖户压栏惜售、疫情
趋稳消费需求有所增加等因素影响，生猪价格上
涨较快。

“去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存栏量略多于生猪
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域，今年1至 5月份全
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持续处于绿色合理区
域。”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
员周琳说。

综合分析，后市猪肉总体供应有保障，且政府
调控手段充足。从当前供给基本面看，我国肉蛋
奶、果菜鱼生产形势较好，供应充足，“菜篮子”价
格保持稳定有支撑。

8日凌晨2点半，山东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
的各个交易大厅里开始忙碌起来，近期上市量较
多的西葫芦、大白菜、有机花菜、贝贝南瓜等蔬菜
随着车来车往销往全国各地。

“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供应总体充足，特别是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坚实支撑，下半年
CPI有望延续温和上涨态势，继续在合理区间运
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形势研究室主任郭
丽岩说。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保障受疫情影响地区的重要民生商品供应
充足、价格平稳十分重要。

上半年物价总体稳定在合理区间 CPI有望延续温和上涨态势 PPI涨幅或将继续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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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民航单日航班量最低谷时仅为正常时期的18%左右

国内航线

日均执行航班量8951 班次

环比上升12%
日均运输旅客量98.9 万人次

环比上升15%

今年3月以来

进入6月后（6月27日至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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