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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保障是抗疫成功、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基础性、先导性力量。 面
对复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在合适的时间、用
合适的方式，将合适数量的物资送到合适地点的
合适人员手中， 是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
展、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中的物流保障问
题，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优化制度规则，完善管控
措施，密切部门协调，强化部省、地区联动等措
施，促进物畅其流，重要物资第一时间送达，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维护经济社会正常运行
秩序。物流保障方面，保全国干线路网畅通，保重
点物流枢纽正常运转， 保城乡末端快递配送不
停；分类精准实施货车通行管控措施，保障货车
通行顺畅。总体看，物流保通保畅持续改善，产业
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展望下一步工作， 无论疫情形势如何变化，
始终要以物流高质量发展来满足疫情防控、民生
福祉、生产流通、内外贸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
需求。遵循防疫规律、物流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物流运行要体现平急结合、动静结合、点线结

合、虚实结合、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保重点、保
关键、保基本、保民生。

因此需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促进物流软联
通。以物流统一大市场建设为指引，统一地区间、
部门间物流运行规则与标准， 破除各类壁垒，严
禁随意关闭关停、层层加码。 二是促进物流硬联
通。推动干线、枢纽、支线、末端一体化运作。贯通
主通道，畅通微循环。打造“通道+枢纽+网络+平
台”物流运行体系。三是促进物流布局优化。对通
道、枢纽、园区、节点合理布局、专业化运营，形成
综合协同效应。 四是促进国家物流大脑建设。 加
强物流信息整合， 加快物流大数据中心建设，以
便国家实时掌握全社会物流能力，通过数据共享
与决策优化，促进物流线路、物流装备、物流人员
协同运作。 五是促进无接触递配送。 支持在一些
地区推广使用无人机、智能配送机器人、智能快
递柜、无人超市等，实现无接触递配送。六是促进
相关主体精准定位。 实现政府引导物流企业，物
流企业服务生产生活，专业化运作配置物流资源
与要素，形成高效物流服务体系。

（《人民日报》）

物流保障是产业链稳定的基础

连日来， 浙江省兰溪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深入交通运输企业宣讲上级政府部门关于运输企
业纾困发展系列政策，了解倾听企业呼声，及时帮
忙解决运输企业实际困难，为企业发展出谋划策。

该局工作人员在走访企业过程中，了解到浙
江长风公司投入的疫情防控运输费用较大，造成
企业资金压力大，希望尽快落实疫情防控运输保
障各项任务经费以及帮忙结算赴外地车队运输
费用。 得知情况后，兰溪交通运输局对照相关政
策，对接配合有关部门，对前期疫情防控保障运
输费用进行了结算和资金申请；与金华市交通运

输局对接，请求协调疫情地永康、衢州及时结算
和支付公司应急保障用车费用；对接财政部门及
时办理运输经费发放手续，以便及时支付企业费
用。目前，首笔 20 余万元的运输经费已经汇入该
企业账户，其余运输费用款项也将陆续回笼。

据了解，通过前期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收
集到的各类需要政府帮忙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该
局将进行分类交办快办，尽最大努力，让企业“应
享尽享”、“可享快享”助企纾困政策红利，帮扶运
输企业纾困解难，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中国公路网）

兰溪市交通运输局入企送政策助企纾困解难

近日，2022 年《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揭
晓，包括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内的多
家港航物流企业入围。

500 强榜单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位列第 16 位、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排名
第 37 位、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位列第 84 位、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位列
第 111 位、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
列第 360 位，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振华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
限公司等公司也榜上有名。

值得一提的是，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 892.96 亿元的成绩位居利润榜第 10 位；而在
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 40 家公司榜单中， 中远海
运集团旗下的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和中远
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以 74.6%和 67.1%位
列第二、三位。

（《中国水运报》）

多家港航物流企业上榜《财富》中国 500强

7 月 21 日，2022 百度世界大会在线上召开。
大会上，百度最新 AI 技术成果集中亮相，首发多
个全球领先产品： 基于自动驾驶技术的重大突
破，百度发布无方向盘无人车 Apollo RT6，成本
25 万元，量产成本大幅降低至业界的 1/10；基于
飞桨深度学习平台，百度在预训练大模型领域又
取得了重大进展，并与中国航天共同发布全球首
个航天领域的大模型。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在
大会期间，分享了自动驾驶、智能交通、AIGC 等
领域的最新观点。

有观点认为，无人驾驶服务，是人类有史以
来创造价值最大的颠覆式创新。作为全球最大的
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百度旗下自动驾驶出行服
务平台“萝卜快跑”，目前已进入 10 个城市，订单
量已经累计超过了 100 万。

百度发布没有方向盘 的 自 动 驾 驶 汽 车
RT6，基于自动驾驶技术的重大突破，把无人车
的成本，降低至业界的 1/10。 按计划，百度明年
将在萝卜快跑平台使用 RT6， 未来将在全国部
署上万辆。

李彦宏判断，“未来打无人车，要比现在打车
便宜一半。 ”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
有 83%的人接受无人驾驶，北京一位年轻人一年
预约乘坐无人车 600 多次。

未来的城市智能交通， 不仅要有 “聪明的
车”，还要有“智慧的路”。车路协同能有效解决安
全、拥堵、碳排放等重要问题。根据大会上披露的
最新数据， 百度智能交通方案已经在全国 50 多
个城市得到实践和验证， 其中 AI 信控技术百度
已经做到了全球最领先的位置。

（《中国交通报》）

李彦宏：百度将部署上万辆无方向盘汽车

7 月 18 日，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与泰州市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携手助力泰州建设长三角区域性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聚力打造交通运
输现代化示范区。

协议把共同推进泰州到 2025 年
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实现现代化、 到
2035 年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列为合

作目标， 双方将以共同推进交通运
输现代化示范区建设为契机， 将泰
州打造成基础设施支撑跨江融合示
范 、 枢纽经济推动产城融合示范 、
运输服务引领城乡融合示范， 为全
省、 全国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探路
先行。

（中国水运网）

江苏交通运输厅与泰州市人民政府合作

打造交通运输现代化示范区

近期，针对高速公路边坡易发生
山体滑坡致高速通行受阻这一情况，
方兴公司在沪昆高速玉山段 K461+
800 处往上海方向完成“移动式智能
单兵监测终端” 的安装调试工作，实
时监测边坡状态， 防止次生灾害发
生。

据了解， 该终端依托太阳能电
池、物联网、图像识别以及能源储存
管理等核心技术，能够实现 365 天循
环不间断供电供网，在实现传统监控
的基础上拓展了智慧工地监测、道路

监测、交通数据采集等应用，通过智
能摄像机，能对事发地的交通事件进
行检测与信息采集并及时将采集的
视频、照片等信息上传至智能运营中
心，为管理人员提供简单明了、直观
有效的信息参考。

此外，管理人员通过客户端能实
时监测事发地的突发情况，如遇险情
能第一时间通过客户端进行远程提
醒， 语音警戒该设备附近的作业人
员，为保障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提供
了强有力的护盾。 （《中国交通报》）

“移动式智能单兵”构筑道路安全

15 时 20 分靠岸，18 时 30 分卸
载，7 月 20 日下午，普陀交投集团旗
下舟山市普陀台贸物流中心有限公
司码头一派忙碌景象， 外观奇特的
20.6 吨俄罗斯帝王蟹（花咲蟹），经过
5 天运输，顺利抵达舟山市普陀台贸
物流中心帝王蟹暂养池。这是浙江首
单俄罗斯花咲蟹进口业务，开创了当
地进口活体食用水生动物先河。

记者发现，目前这里已建成进口
活体食用水生动物暂养基地面积
3300 平方米，共计 42 个暂养池，8 个

扣检池。该公司拟在这里打造浙江省
首个、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帝王蟹进
口交易集散中心。

产业形成后， 预计每月 4 条船，
200 吨左右的货物， 按一年 10 个月
的计划进行预算， 年产值约 8 亿元。
下一步， 基地还计划逐步开拓龙虾、
鲍鱼、 象鼻蚌等品种的活体进口贸
易，丰富产品种类，配套船舶物资供
给、船舶修理、贸易等服务，积极培育
综合性海事服务产业链。

（中国水运网）

江浙沪居民有口福了

7 月 18 日， 由中铁大桥局承建
的世界最大跨度单塔单跨钢箱梁悬
索桥———玉（溪）楚（雄）高速绿汁江
大桥完成荷载试验，为大桥通车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绿汁江大桥为玉溪至楚雄高速
公路的重点控制工程， 位于云南省
玉溪市易门县与楚雄州双柏县交界
处， 跨越绿汁江。 大桥全长 798 米，

桥面为双向四车道 ， 设计时速 100
公里， 两岸均直接与隧道连接。 作
为全国首座单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
绿汁江大桥创下多个世界之最： 世
界公路建设史上第一座单塔单跨钢
箱梁悬索桥； 主跨 780 米， 居世界
同类型桥梁第一； 最大倾角隧道锚
达 54 度。

（中铁大桥局集团）

世界最大跨！
玉楚高速绿汁江大桥完成最后一次“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