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铁华东总部基地落户闵行

■劳动报记者 叶佳琦

打破大型邮轮市场被欧洲船厂垄断

中船邮轮携手宝山打造邮轮总部基地

长三角地区最大内河枢纽基本建成
大治河西枢纽新建二线船闸工程本月底前交工验收

为强化区域经营注入“动力针”和“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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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邮轮全产业链体系
未来本土配套率超过8成

记者了解到， 中船邮轮致力
于打造贯通邮轮运营、研发设计、
供应链的本土邮轮生态体系 ，是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落实

国家重大战略、 发展邮轮产业的
业务板块平台和总体责任单位 。
它的旗下拥有中船芬坎蒂尼邮轮

产业发展公司 （邮轮总包研发）、
中船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 （邮轮
船东运营）2 个专业子公司。

中船邮轮相关负责人表示 ，
目前， 中船邮轮正联合外高桥造
船设计建造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

轮，发展本土邮轮船队，并在 2022
年左右实现科创板上市。 与宝山
签约后， 他们将在宝山打造涵盖
邮轮运营、 研发设计和供应链的
邮轮全产业链体系，未来 10 年将
累计投入 500 亿人民币， 预计到
2030 年打造并多品牌运营一支
8—10 艘左右的中资邮轮船队，形
成每年 2 艘左右的大型邮轮研发

设计总包能力， 建成自主安全价
值的本土邮轮供应链体系， 邮轮
本土配套化率达到 80%以上。

在此过程中， 宝山区将全面
支持中船邮轮发展， 探索设立产
业链投资平台， 共同开发建设 2
平方公里的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

业园， 在上海打造世界范围内有
影响力的邮轮总部基地。

打破垄断
攻克造船业“珠穆朗玛峰”

数据显示， 我国邮轮旅游市
场潜力巨大， 过去几年年均增速
在 40%以上 ，2016 年已位列全球
第二， 据预测国内年邮轮旅游乘
客人数 2026 年将突破 1000 万 、
2035 年将突破 2000 万 、2050 年
将突破 4000 万，仅国内市场就需
要上百艘大型邮轮。

然而严峻的是，当前，由于全
球大型邮轮建造市场几乎全部被

欧洲船厂垄断， 年均供给能力仅
约 7 艘，而需求约 15 艘 ，导致大
型邮轮严重供不应求。

为何大型邮轮年均供给能力

如此低下？ 业内人士指出，大型邮
轮是全球公认的造船业皇冠上的

明珠， 其设计建造难度远高于大
型 LNG 船甚至航空母舰，是目前
我国唯一尚未攻克的高技术船舶

产品。
举个例子，作为“浮动的海上

浓缩城市”，一艘大型邮轮的零部
件数高达约 2000 万，是大型商飞
的约 10 倍、 大型 LNG 船的约 20
倍、高铁动车组的约 50 倍 ；价值
量约 8 亿美元，是大型 LNG 船的
约 4 倍、 大型商飞的约 10 倍、高
铁动车组的约 30 倍。 设计建造一
艘大型邮轮需要浩繁的工程量 ，
即使欧洲先进船厂也需要 1000
万工时以上。

突破邮轮设计建造技术 ，不
仅是《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对

船舶工业的明确要求， 也是船舶
工业攻克造船业 “珠穆朗玛峰”、
占领造船技术至高点，实现“由大
到强”转变、向高质量发展迈进的
里程碑标志。

首艘邮轮
2023年9月交付

为此， 国资委等国家相关部
委以及上海市都全力支持中船集

团的大型邮轮项目， 先后出台 10
余份政策性文件支持鼓励发展本

土邮轮产业， 并通过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科研投入等渠道给予大量支持。

中船集团则确定了 “国际合
作、产融结合、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的发展道路 。 如子公司中船
邮轮与世界第一大邮轮运营公

司嘉年华集团成立了由中方控

股的船东合资公司 “中船嘉年华
邮轮有限公司 ”， 作为国内的邮

轮运营方；并和世界第一的邮轮
建造船厂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

建立中方控股的邮轮设计合资

公司“中船芬坎蒂尼邮轮产业公
司”， 引进国外的设计理念和邮
轮技术， 同时联合上海外高桥造
船厂， 共同设计建造中国首艘国
产大型邮轮。

2018 年 11 月 6 日，中船集团
与嘉年华集团、 芬坎蒂尼集团于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CIIE)期间
正式签订 2+4 艘 13.5 万总吨大
型邮轮合同和 2 艘在营邮轮购买
协议。 根据协议，中船集团与嘉年
华集团成立的邮轮运营合资公司

将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开始运营
歌诗达·大西洋号，2020 年 12 月
正式开始运营歌诗达·地中海号，
成为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

中资邮轮公司。
此外 ， 首艘国产邮轮将于

2023 年 9 月正式交付， 并在随后
5 年里按照每年一条的节奏分批
交付， 最终形成 8 艘大型邮轮的
全球最大中资邮轮船队， 资产超
过 50 亿美元， 年收益超过 10 亿
美元， 真正带动中国邮轮产业实
现快速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中铁”）高度重
视在华东区域，尤其是上海的发
展。 为进一步加强协调领导，整
合区域资源， 融入区域市场，中
国中铁日前决定建设以中铁（上
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的
华东区域总部基地。

据中国中铁方面介绍，中国
中铁华东总部基地落户上海，是
为促进中国中铁在华东区域的

高质量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中
国中铁与以上海为中心所辐射

的华东各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
契合党和国家发展长三角经济

带重大战略部署。
项目建成后， 有助于中国中

铁区域内所属单位集中办公，以
便更好整合系统资源、 形成整体
合力，突出资源优势和规模效应，

聚集高端人才，增强创新活力，进
一步提升中国中铁在区域市场的

影响力和创造力， 提升企业品牌
价值。同时，有助于中铁上投更好
履行区域总部职能， 深度参与地
方投资建设市场， 增强员工的归
属感和获得感， 推动中国中铁在
华东区域持续快速发展。

据中国中铁方面介绍， 中国
中铁是集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工
业制造、房地产开发、资源矿产、
金融投资和其他业务于一体的

特大型产业集团， 注册资本金
228.44 亿元，拥有 45 家子公司，
4家分公司，员工人数达 29 万余
人，其中中高级技术人员7万余人，
高技能人才 5万余人。截至 2018年
12月 31 日， 中国中铁总资产为
9426.8 亿元， 同比增长 11.68%，
2018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404.4亿元，同比增长 6.8%。全年

实现新签合同额 16921.6 亿元 ，
同比增长 8.7%。 作为全球最大建
筑工程承包商之一， 中国中铁已
连续 14年进入世界企业 500强，
2019 年在《财富》世界 500 强企
业排名第 55 位，在中国企业 500
强中列第 7位。

记者了解到，中国中铁华东
区域总部已经有了明确的发展

定位。中国中铁结合上海“金融
中心”和“全球城市”的产业优势
和区位优势，为凝聚华东区域市
场经营合力， 凸显规模效益，中
国中铁全权委托中铁上投履行

区域总部职能， 发挥统筹协调、
开发服务、监管维护作用，同时牵
头推进华东区域总部基地建设。
在聚集区域现有资源的基础上，
逐步引入科研创新、“中国制造
2025”和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
子企业入驻华东区域总部基地。

本报讯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记者昨天从城投方面了
解到，由上海城投公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中交第
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施工的

大治河西枢纽新建二线船闸工

程已基本完工，计划本月底前进
行交工验收。

大治河西枢纽新建二线船

闸工程是目前长三角地区最大

的内河枢纽船闸，按照三级船闸
标准建设， 船闸闸室长 350 米、
净宽 27 米 ， 可通行最大载重
1000 吨级船舶， 设计年货物通
过能力为 2900 万吨， 为长三角
地区最大内河枢纽船闸。新建船
闸位于黄浦江与大治河交接处，
是大芦线的西起点， 在上海市

“一环十射” 内河高等级航道网
络中处于咽喉要塞的地位。

该工程是上海市首个列入

创建交通部品质工程的项目，工
程建设努力做到“管理新举措”、
“技术新提升”、“质量新水平”、
“安全新保障”、“环保新成效”的
“五新”要求。

一方面，项目创新设计的模
架一体化工艺， 应用于闸室、内
外引航道墙身结构施工，大大减
少了机械设备投入，有效规避了
安全隐患，提升了墙身混凝土结
构的整体性、 耐久性和表观质
量，得到业内认可，并获得 3 项
实用新型专利。 另一方面，为尽
可能少扰民，并确保沿线居民房
屋安全， 不断优化设计方案，特

别是在紧靠居民楼附近区域，将
工程桩由锤击沉桩改为静压沉

桩和钻孔灌注桩。
记者了解到，内河高等级航

道整治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连接江
浙地区的杭申线、平申线、长湖
申线等高等级航道均已基本完

工。大治河西枢纽原有船闸仅能
通行载重 300 吨级的船舶，二线
新船闸建成投入运行后，将可以
行驶载重 1000 吨级/90 标准箱
的内河集装箱船，将有效提升长
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网综合集

疏运能力。 同时，二线新船闸的
投运，还将有效提升地区的环境
质量和防汛能力，保障城市运营
安全，支持地区经济发展。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婷
摄影 王陆杰） 中秋、 国庆双节临
近，高原密本南瓜、方竹笋等贵州
正安县的扶贫蔬菜纷纷抵达上

海。 记者了解到，“双节”前夕，沪
正力保主副食品能够保价、稳供。
扶贫菜推出平价、特价专区，部分
菜品单价不足 1 元/斤。 而在猪肉
价格高企的情况下， 沪上社区智
慧微菜场、批发市场、标准化菜场
采用 “以销定采”、“产地直供”等
模式， 降低价格， 以及增加鸡鸭
肉、牛羊肉等供给。

“刚到的密本南瓜大约 20
吨，夜里可进入冷库。 节前，首批
约 2 吨来自贵州正安县的方竹
笋，会首次来到上海。 ”食行生鲜
相关负责人高海峰告诉记者 ，密
本南瓜正在节前促销， 平均每斤
的单价仅为 0.99 元， 远低于其他
南瓜品种。 而即将上架的方竹笋
为每斤零售价 12 元，比同类产品
价格相对便宜些。 “方竹笋是第一
次来到上海市场， 过去上海等长
三角地区在这个季节并没有鲜笋

供应的历史。 ”
而在市民关注的猪肉价格方

面，刚刚发布的截至 9 月 6 日、上
海 2019 年第 36 周猪肉行情分
析，上海江杨、上海农产品中心 、

西郊国际和七宝农产品交易四大

批发市场数据，8 月 31 日至 9 月
6 日的猪肉批发均价为 33.04 元/
公斤，环比上涨 1.80。

“以销定采，保证供应。 采用
‘以销定采’、‘产地直供’模式，即
从需求端出发确定订单量， 产地
直供， 从源头上确保了供货足量
和价格稳定， 有利于为市民供应
更多‘量足价稳’的猪肉产品。 ”高
海峰向记者指出，截至 8 月底，以
食行生鲜为例，在售猪肉品牌约 5
个， 过去 3 个月各品牌白条供价
普遍涨幅在 40%以上。 “以雨润汤
骨为例， 活动价从 6 月的 10.9 元
一斤已经涨到 17.9 元一斤， 涨幅
也在 60%以上。 另外分割品以爱
森猪肉为例，爱森切块小排 400g/
盒， 供价涨幅约 28%， 售价涨幅
20%； 爱森五花肉 （去骨方肉 ）
500g/盒，供价涨幅约 22%，售价涨
幅约 12%。 ”

双节临近， 在猪肉价格高企
的情况下， 沪市场除了保证正常
的猪肉供应之外 ， 积极与牛肉 、
禽类、 水产类供应企业沟通， 加
大其他肉类产品的供应。 通过增
加家禽、 牛肉和水产方面的促销
频率， 引导消费购买其他肉类产
品。

“双节”临近：
沪增加猪肉替代产品供应

首批正安扶贫蔬菜抵沪

中 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日前与宝山区政府就中船邮轮运营与配套产业基地项目签订了合作

协议。据悉，宝山区将全面支持中船邮轮发展，探索设立产业链投资平台，共同开发建设2平方

公里的上海中船国际邮轮产业园，在上海打造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邮轮总部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