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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热点

■ 本报记者 宁广靖 袁诚

每年11月至来年4月是肉品的消费旺
季，但圈内的“大贸商”们提前好几个月就
要开始忙碌。他们从新西兰、澳大利亚、巴
西、阿根廷等国下单的肉品，经过2个多月
的船期和各种手续后，陆续到岸，储存进天
津港附近的冷库里。之后批发商拿货，再
分拨进入商超、电商平台、批发市场等环
节，最终摆上京津冀乃至全国百姓的餐桌。
伴随经济增长和消费转型升级，京津

冀地区的冷链物流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促
进了天津冷链产业的发展。依托天津港的
区位优势及产业配套，天津“城市冰箱”加
速扩容。据了解，2021年，天津冷链物流
市场规模超过400亿元，规模以上（库容
5000吨以上）冷库有50座，有效仓储库容
总和达200万吨；目前在建冷库有7座，有
效库容约19.2万吨。天津市肉类协会会长
邢艳玲告诉记者，今年新增、新建的大型冷
库主要集中在天津港周边，比如东疆的京
津物流园、万科东疆冷链项目、天津港保税
区辖内的天津滨海智慧冷链产业园等，这
些增量库容进一步为京津冀生鲜产品流通
提供坚实保障。

“城市冰箱”扩容

护航三地食品供应

再过几天，天津港规模最大的全温区、
全产业链冷库群——京津物流园将开门迎
客。经过1个多月的一级冷库标准改造
后，该物流园顺利拿到一级冷库的文件批
复并完成各项改造工作。
“京津物流园是天津港集团与北控集

团共同打造的冷链项目，定位于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冷库总容量约6万吨。我们
目前已经洽谈了40多家优质客户，单一大
客户的仓储需求量每月少则几十柜，多则
几百柜。”天津港北建通成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业务部王经理表示，京津物流园是进口
商品入境的“最先一公里”，也将对接面向
首都消费终端的“最后一公里”，能够为大
型体育文化赛事、各类国际性会议、国内外
知名企业总部群、大型娱乐中心、大型商圈
等活动和区域提供优质食材供应服务。
据了解，京津物流园已成为不少“大贸

商”的选择。最近，在天津从事冻品贸易生
意的老尹从巴西订购的1500吨牛肉陆续
到达天津港，他正在寻找冷库。“我主要看
冷库是否具有进口检验检疫资质和库容量
大不大，目前考虑较多的是存入中渔冷库
和即将运行的京津物流园区。”据老尹介
绍，他每年有2000吨至3000吨的进口牛羊
肉销往北京，300吨至400吨销往河北省。
不只是京津物流园，天津服务京津冀

的“城市冰箱”扩容趋势明显。比如今年
6月，天津奥顺华懋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的天津滨海智慧冷链产业园项目
顺利开工。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
外贸额10亿美元以上。与此同时，总投
资额4.67亿元、库容量约5万吨的天津食
品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冷链物流项目亦
在有序建设中。这个项目能够有效承接
北京外溢业务，打造首都“1 小时保障
圈”，最大限度保障京津冀地区食品物资

供应和食品安全。

冷储需求驱动

保值效果可观

要确保生鲜产品在存储、包装、分销等
环节的质量，离不开冷库的建设。但冷库
造价不菲，其建设成本是同等水平普通仓
库的2倍至2.5倍，后期的运营维护成本也
高出不少。
第三方研究机构今年4月发布的数据

显示，国内冷库的单位建造投资成本高达
5000元/平方米，日均运营成本在每天2.9
元/平方米。同时，从成本结构来看，冷库
最主要的运营成本是电费和人工，分别占
成本结构的45%、40%。“我这一个库每月
大约需要十几万度电，有的库每月能用掉
四五十万度电。按1万吨库容量的冷库来
算，每月仅电费一项就要花20多万元。”华
北一家大型冷库运营企业负责人说。
尽管冷库建设的综合成本较高，但企

业新建冷库的热情不降反升。“冷库增多主
要是受需求驱动，去年天津的冷库一度出
现‘一库难求’的情况。以往从港口拉过来
不用等待，直接入库。但去年很多货物的
出库速度较慢，导致很多货入不了库，部分
货物排队3天都入不了一柜。”天津一位冷
链物流行业人士坦言，如果产品没法及时
存入冷库，会产生押车费等新的成本。
眼下，国内冷库建设如火如荼。“尽管

冷库前期投入成本较大，但收入比较多
元，可以收取存储费，也可以出租冷库收取
租金。”前述华北一家大型冷库运营企业负
责人说，“冷库比较保值，我从业近10年
了，冷库的收购价格一直没降，造价1亿元
的冷库转手还能卖1亿元。”

单品优势明显

服务链条延伸

冷链物流网络连着生鲜产品的贸易商
和百姓的餐桌，成为丰富京津冀“大餐桌”
的重要基建设施。《天津市冷链物流发展规

划(2018—2025年)》显示，到2025年，全市
对冷链物流产品的需求总量达762万吨。
在生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冷链运输

和存储至关重要。在首农（天津）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农供应链”）的冷
库里，大批冻肉、鱼虾存储在-18℃至-
30℃的温度环境中。“我们的客户中深耕京
津冀市场的约占6成。目前每天冻品出入
库约2000吨，平均每月业务规模约600万
元。”首农供应链副总经理郝学志告诉记
者，天津口岸是我国重要的肉类进口口岸，
每年冻品进口量达到全国3成以上。同时
单品优势明显，比如进口猪头的消费量大
部分在北方地区，批发商从天津港进口和
分拨非常方便。
“天津辐射京津冀为主的北方地区，海

陆运输优势明显。打个比方，一批冻品从
美国起运到天津港和青岛港，可能海运费
用接近，但青岛与北京相隔约650公里，天
津到北京仅约130公里，陆运优势明显。”
在长期从事冷链行业研究的天津商业大学
学者翟学智看来，冷库的建设需匹配加工、
流通等配套设施。建设冷库不能单纯以增
加冷链产品的库存量为出发点，而应加速
冷链商品的流转速度。因此在适度做增量
的同时，还需盘活存量并不断延伸冷链行
业价值链。
目前，除了加快冷库建设，天津部分企

业也在加快配套加工、分拣等业务，朝着冷
链食品存储加工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比如
正在模拟作业的京津物流园，除了建设冷
库、恒温库和常温库，还配套了约1100平
方米的冻品切割加工中心，可根据客户需
求，开展切割、分装等简单加工业务，逐步
延伸冷链产业服务链条。同时，天津冷库
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比如落户东
疆的中创智能冷链有限公司已经运用智能
装备实现了货物出入库的数字化、无人化
操作。随着更多冷库的开工建设及运营，
未来依托强大的生鲜农产品仓储保鲜能
力，天津将更好地服务三地百姓餐桌。

本报讯（记者 刘畅）日前，国家文物局
组织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文物局和河北
省文物局在线上共同签订《全面加强京津
冀长城协同保护利用联合协定》（以下简称
《联合协定》），三地携手共破长城保护边
界难题，共同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京津冀

交界地带的长城总长约110公里，是三地共
有的宝贵文化遗产。探索京津冀区域长城
保护与利用的好路、新路，对我国长城文化
遗产保护具有标志意义。国家文物局副局
长关强表示，京津冀探索长城共保共用模
式，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
要进展。京津冀文物部门要强化系统思
维，实施长城及周边景观风貌整体保护，做
好行政区域边界处的区划衔接和有效管
理。深入挖掘长城历史文化价值，加大科
研和创新力度，探索推出长城文物主题游
径，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根据《联合协定》，针对三地行政区域

边界处长城保护中的重大问题，京津冀将
共同制定三地共管辖区内长城保护与利用
的整体保护计划，加强边界长城本体联合
保护，开展联合巡查，建立京津冀毗邻省份

协调机制，解决好边界难题。同时，全面深
化协同发展，整合三地高水平专业机构和高
等院校优势资源，实现京津冀长城资源优势
互补，共同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此

外，建立京津冀长城保护利用信息共享机
制，为挖掘阐释、展示传承长城价值、长城文
化和长城精神提供数据保障，共同促进京
津冀长城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工作。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强化文物领域交流协作，积极推进长
城保护管理展示利用工作。我市印发了
《天津市明长城保护规划》，组织实施黄崖
关长城保护工程、黄崖关6号敌楼、前干涧
1号敌台修缮工程以及黄崖关长城防雷工
程等，开展天津蓟州与河北省兴隆、遵化三
地长城保护员联合培训和文物保护行政执
法工作，不断改善长城保存状况，提升保护
管理水平。近日，《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20—2035年）》又获得批复，
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划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保护区，实施分级保护控制。近期至
2025年，将实施一批保护、改造和建设工
程，包括在一级保护区（核心景区）范围进
行勘界立碑，明确黄崖关长城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和管理界限，实施黄崖关21段墙体
保护修缮工程等。
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

协定》的签署，是健全京津冀长城协同保护
利用合作机制的关键一步，标志着三地长城
保护利用进入更紧密的新合作阶段。未来，
三地将紧密协作、携手并进、深入探索，共同
开创长城保护利用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近日，由天津港保税区企业中储粮（天津）仓储物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津仓储公司”）建造的京津地区规模最大架空式
浅圆仓群正在有序建设中。项目一、二期已进入验收阶段，三期
土建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45%，整体项目预计将于今年11月
建成投产。
天津仓储公司厂区内，一排排圆筒形浅圆仓整齐排列，仓内

储藏的大豆平整且干燥。据该公司仓储部保管班长张伟介绍，
每个浅圆仓内都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粮情测控系统、远程监
控系统和智能通风系统，同时，为应对不同情况，还会使用氮气
气调技术和谷物冷却技术。“在冬季，内环流控温储粮技术可为
粮堆蓄冷。夏季，可以利用环流管道把粮堆内部的冷气输送到
仓内空间，为粮面降温。每个仓内设置26根测温电缆，可以精
准监测到每一仓大豆的粮温。”粮仓还设计了多点布料器，让大
豆均匀落下，有效解决粮食杂质积聚。粮仓外部顶层也安装了
类似“防晒衣”的保温隔热层，以此确保仓内豆子始终保持恒温。
目前，项目三期中的13个仓已完成仓壁滑模及库地板通风

道浇筑施工。三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不仅可以满足中央储
备粮轮换的管理要求，还可为附近其他粮油企业提供存储服务,
为天津粮油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刘畅

破解边界难题 共享保护利用信息

京津冀携手护长城

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超400亿元

天津的冷库 三地的餐桌

天津口岸是我国重要的肉类进口口岸和北方进口肉类产品贸易集散中心，主要辐射京津冀为主的北方地区。为

有力地保障京津冀生鲜食品供给，天津目前在建冷库有7座，有效库容约19.2万吨，“城市冰箱”加速扩容。

天津黄崖关长城。 通讯员 赵敬波 本报记者 钱进 摄

京津物流园冷库现场模拟作业。

京津最大粮仓群11月建成

信息速递

京津冀首发直通匈牙利班列

在建浅圆仓群。

近日，京津冀地区首趟直通匈牙利的中欧班列开行，该班列
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首发，驶向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据了解，该班列由中国—中东欧（沧州）中小企业合作区、匈

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和石家庄国际陆港联合开行，共计
10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光伏组件、发电机定子段等出口商品，
货值2224.28万元。作为京津冀首趟直达匈牙利的中欧班列，该
班列由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
捷克等国，对于加强京津冀地区与欧洲各国之间经贸交往，实现
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袁诚

“巨无霸”天然气船抵津

近日，满载9万余吨LNG（液化天然气）的“阿尔索菲娅”轮
在天津南港工业区中石化LNG接收站码头靠泊接卸。完成相
关核检后，这批LNG将被陆续输往京津冀地区。今年1至6月
份，天津口岸共接卸LNG船69艘次，接卸量488.03万吨。
据介绍，这是今年以来天津口岸首次接卸的Q-flex型船

舶，满载状态下可装载LNG超9万吨，是普通LNG运输船舶的
1.5倍，满足约600万个家庭用气一个月，实现二氧化碳减排19.2
万吨。
今年以来，为保障天津口岸液化天然气顺利通关，天津海关

坚持“一船一策”，不断优化工作措施。通过热线服务、成立普法
宣传团队，向企业提供安全、标准、税政等普法咨询一站式服务；
运用“互联网+”等线上模式，实现企业办理通关业务“全程零跑
腿”；综合运用汇总征税等便捷通关模式，确保LNG保证金缴纳
“零延时”；优化整合卫生检疫、货物查验、重量鉴定等流程，实现
一次登临，全部完成；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提升液化天然气
检验效能；开辟“船上检毕即卸、岸上快速通关”两条绿色通道，
实现天津口岸LNG通关“零等待”。

本报记者 刘畅

新氢动力完成A轮融资

日前，保税区企业天津新氢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氢动力”）完成A轮融资，融资额4700万元，这将进一步助推
其扩大产能、增强研发能力，助力京津冀氢能产业发展。
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着力发展氢能产业，已初步形成氢气

制取、储运、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及示范应用全产业链布局，并
代表滨海新区加入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通过产业
政策与示范应用拉动，在能源资源端、示范运营端与核心产业端
聚集了一批氢能龙头企业。
作为保税区氢能产业重点培育的初创企业，新氢动力成立

以来，围绕核心产品氢燃料电池叉车不断研发，接连实现了氢能
无人驾驶、固态金属储氢等技术突破，相关技术已在国内处于领
先水平。去年，新氢动力获得合同金额超3.3亿元，实现产值
7000万元，今年预计合同额将超4亿元。
据了解，新氢动力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扩大产能与增强研

发能力，建设10000台套/年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生产线，研发
氢燃料电池25吨、45吨重型叉车与集装箱正面起重机等新产
品。下一步，企业将在保税区打造膜电极、催化剂等燃料电池关
键零部件与核心材料的研发中心及产业化基地，助力天津建设
氢能产业发展新高地。

本报记者 袁诚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产业观察

新氢动力生产线。

■ 本报记者 张兆瑞

产业链加速“出海”

二手新能源车
成出口主力军

“缺芯”少件、供应链不畅，让全球汽车

产业链泥足深陷。但今年上半年，天津二

手车出口业务量逆市攀升，出口额已超去

年全年总和。是什么导致二手车出口“一

枝独秀”，天津二手车出口又如何巩固国内

“第一梯队”的位置呢？

油价高企带来商机

每天上午，二手车商魏杰都会上网搜
索一下全球石油价格信息。“如果按人民币
计价，德国油价是15元/升，美国大约是9
元/升，即便是阿联酋这样号称‘水比油贵’
的国家，现在也要超过7元/升。”魏杰告诉
记者，国际油价高企已成为二手新能源车
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对此，天津市二手车出口协会秘书长

张婷婷表示认同。她告诉记者：“从2021
年下半年开始，国内二手车出口环境发生
了很多变化。”一方面，国内国三排放标准
车辆报废补助政策即将到期，导致二手商
用车出口量下滑较多；另一方面，新能源车
逐渐成为二手车出口的主力军，数量爆发
式增长，出口目的地也不断增加。
随着新能源二手车出口数量的快速增

长，与之相关的充电桩和维保中心产业链
也在加速“出海”。记者了解到，某海外出
租车公司曾从我市某二手车出口企业订购
了100台新能源二手车，最近这家公司又
来电询问，能否提供配套充电桩和维修保
养服务。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表明国产
新能源车正逐渐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配套生态日趋完善

7月 9日，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
司刚完成一单86台二手新能源车的出口
业务，公司总经理史运昇就忙着和银行落
实下一批二手车的信贷资金。“现在市场
处于快速增长期，速度就是商机。”史运昇
告诉记者，该公司去年共有252辆二手车
出口，而今年前5个月出口量已达282辆，
“现在，我手里已签约等待发货的订单就
有270辆。”
天津华图汽车物流公司的快速发展并

非个例。据了解，作为国内二手车出口首
批试点区域，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以下简
称“东疆综保区”）自2019年以来已累计完
成二手车出口1300多台。今年上半年，东
疆综保区内试点企业共完成二手车出口货
值1600万美元，超去年全年两倍，助力天
津稳居国内二手车出口“第一梯队”。
对二手车出口企业来说，东疆综保区

的优势很多。首先，东疆综保区聚集了很
多汽车租赁公司，二手车资源比较集中。
其次，二手车收购占用资金大，东疆综保区
有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融资担保基
金、供应链金融平台、产业基金等可为企业
服务。此外，二手车出口离不开物流环节，
东疆综保区内集装箱、滚装等海运通道及
中欧班列的铁路优势，为企业提供多元化
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不仅如此，东疆综保区正在重点打造

汽车产业主题园区，进一步发挥汽车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联动效应。东疆综保区
自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区域产业
协同，多维度赋能二手车出口业务，在打造
区域二手车出口业务生态上做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