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 Economy 2019 年 6 月 25 日 星期二 责编：邓梅 美编：黄健 ENTREPRENEURS' DAILY
4

6 月 18 日，“2019 年河南省暨省会郑州

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郑州举行，本次

食品安全宣传周将历时 12 天，将持续至 6 月

30 日。

6 月 20 日，河南消费新媒体联盟结合今

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邀请政府

职能部门、行业专家、消费者代表及新闻媒体

代表共 30 余人组成消费体察团，开展的“河

南食品安全消费体察行”活动首站走进漯河，

在双汇正式拉开帷幕，双汇发展副总裁周霄

全程陪同。

本次活动由河南消费新媒体联盟主办，

旨在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增强全社会对食品

安全的参与意识，营造放心食品优良消费环

境，双汇是本次活动的第一站。

当天上午，体察团首先来到位于漯河市

的双汇第一工业园，在双汇发展副总裁周霄

的带领下，体察团一行依次参观了生猪屠宰、

分割、肉制品加工生产线、包装的整个流程，

近距离感受企业先进的技术水平、标准化的

管理能力以及对食品安全的严格把控。深入

地了解了三点式低压麻电、“瘦肉精”在线头

头检验、两段冷却、冷分割工艺等众多先进生

产工艺。参观的过程中，体察员对双汇的规模

化肉类加工流程及产品质量的控制体系赞不

绝口。

据工作人员介绍，双汇是从漯河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肉类食品企业。30 多年来，双

汇在万隆董事长的带领下，始终专注肉类行

业精耕细作，把资不抵债的漯河肉联厂发展

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食品跨国公司。双汇在

全国 18 个省、市、自治区建有 30 个现代化肉

类加工基地，年屠宰生猪 1800 万头、肉鸡

5000 万只、肉类总销量 380 万吨，连续 20 多

年保持中国肉类行业领先地位。

在双汇第一工业园和双汇产品展厅，双

汇发展副总裁周霄向体察团一行简要介绍企

业发展壮大历程和工业布局，并就企业在食

品安全、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沟

通交流。体察员认真聆听工作人员对各种产

品的介绍，仔细了解双汇生产的系列产品及

生产工艺，并与双汇相关负责人就近年来在

狠抓食品安全方面取得的成绩及总结的经验

进行详细的交流。

据周霄副总裁介绍，目前双汇拥有专业

的技术中心和海外研发机构，针对不同区域，

研发、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以满足不同区域

的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企业在新时期的服务

水平，持续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食材。

通过交流，体察团成员认为，双汇秉承

“开放式办工厂 透明化办企业”的方针，以为

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食品为己任，积极接

受消费者、政府、媒体、学校、民间团体的参观

和监督，始终做消费者信赖的肉类品牌，值得

更多企业学习。

据了解，河南消费新媒体联盟是按照新

时代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传播的需要、全国

消费维权新媒体建设的要求，由中国消费者

报河南记者站、中国质量报河南记者站、企业

家日报社河南运营中心、河南经济报社等 18
家中央驻豫及河南主流媒体共同发起成立的

非营利、非实体性质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该活动的举办旨在为增强河南省食品企

业的责任意识、法律意识、食品安全意识及生

产经营透明度、形成全省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共享格局贡献力量。

■ 新华社记者 罗婧婧 杨士龙

六月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比奇市艳

阳高照，布罗德韦公司办公楼里，员工们正在

有条不紊地工作。与之形成对比的则是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鲍勃·格鲁巴往返中美间

的繁忙行程和内心的焦虑：如果产品被加征

25%关税，公司的业务恐怕将难以为继。

布罗德韦公司是一家火车模型制造商，

产品单价从 200 到 800 美元不等，在美国火

车模型爱好者中很有名气。但很少人知道的

是，这家仅有 10 余名雇员的小型美国企业已

与位于中国山东青岛的工厂密切合作近 20
年，全部产品均由中国制造并出口至美国。

今年 5月，美国对价值 2000亿美元中国输

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提升至 25%，并拟继

续对约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美国火车模型产业几乎所有产品都在中国制

造”，格鲁巴说，如果被加征 25%的关税，模型制

造商的利润率将大幅下降，这将使企业难以应

对厂房租金、员工工资及其他必要开支带来的

压力。为此，企业将不得不提高产品售价。鉴于

高档火车模型的售价已然不菲，继续涨价必将

导致客户流失，这使格鲁巴进退维谷。

格鲁巴表示，全美约有 1000 家火车模型

专卖店，按照每家店 5 至 10 名员工计算，至

少 5000 人将受到关税影响，如果继续加征关

税，其中许多人可能面临失业。

贾森·马尔多纳多是布罗德韦公司的维

修技术员，他说，作为家里唯一收入来源，这

份工作对他无比重要，因为他要养活妻子及

两个孩子。

格鲁巴说，将工厂搬离中国是一项“艰

难”的工作。公司的火车模型产品非常精致，

只有经过多年培训的技术工人才能在不足半

平方厘米的标签上写下火车型号等相关信

息。此外，火车车轮与厢体的连接必须精准，

以保证火车能在铁轨上平顺行驶……

“我们用了很多年培养技术工人，并让他们

逐渐掌握越来越复杂的制造工艺。如果我们把

工厂搬离中国，就只能生产基本款模型，其他地

方的工人很难制作这些复杂的模型。”格鲁巴指

着几个造型精美、款式复杂的模型解释道。

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高额关税，格

鲁巴今年频繁奔走于奥蒙德比奇和青岛两

地，在协调产品生产、供应的同时与合作伙伴

商讨可行办法。

布罗德韦公司面临的困境也引起了当地

政府的关注。奥蒙德比奇经济发展部门官员

布莱恩·拉德马赫说，维持开放的国际商业交

往至关重要，奥蒙德比奇一直在关注美中经

贸态势的发展及其对当地企业的影响。

“河南食品安全消费体察行”首站活动在双汇隆重举行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

●双汇发展副总裁周霄（左二）向与会人员介绍企业发展情况。

“加征关税将使公司难以为继”
———美国佛罗里达火车模型制造商的焦虑

●6 月 6 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比奇市布罗德韦公司，一名维修技术员在调试火车模型的各

项功能。 新华社记者 邹广萍 摄

■ 新华社记者 孙丁 邓仙来 许缘

马修·法斯的海产品公司位于美国东海

岸的弗吉尼亚州，公司在美国海域捕捞，产品

在美国市场销售，看似和中美经贸摩擦没太

大关系；但美国拟对价值约 3000 亿美元中国

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却让他非常担忧。

这是因为法斯公司的海产品在经过粗加

工环节后，有一部分要被运到中国进行二次

加工，这意味着这些商品再运回美国时就成

了“中国进口”商品，并可能被列入新一轮加

征关税清单。

“加征关税将加重企业负担并带来不确

定性，美国海产品行业上下游都会受到冲

击。”法斯在美国政府于上周就加征关税举行

的系列听证会上警告说。

据业内人士介绍，美国的海产品加工能

力最多只能满足本土市场 20%的需求，将海

产品出口到中国等地进行再加工是供应链中

的关键一环，因此美国海产品厂商对中国的

依赖度很高。

与法斯在同一小组发言的罗伯特·祖瓦

尼奇来自盛产海产品的美国阿拉斯加州。他

告诉新华社记者，在中国加工三文鱼等海产

品成本低、效率高，如果加征关税生效，将严

重削弱公司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这不是美国海产品厂商第一次向美国政

府陈述加征关税的危害。海产品曾出现在去

年美国针对价值 25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

加征关税的清单上，后在美国业界人士的共

同呼吁下得到豁免。

但遗憾的是这口气松了还不到一年，他

们又被迫“踏进同一条河流”，而且水流似乎

还更加湍急。

阿拉斯加州数位国会议员近日联名致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几个月对阿拉斯

加州乃至整个美国的海产品厂商都十分关

键，因为他们要在这段时间里同客户协商并

签订销售合同，可突如其来的关税威胁让所

有人措手不及。

据法斯透露，他最近为一位餐饮业客户

提供了两份报价，区别在于是否考虑额外关

税因素。他说，如果加征关税导致价格上涨，

这位客户可能考虑不再采购。“现在的情况就

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法斯感

到很无奈。

除了法斯和祖瓦尼奇，其他海产品业界

代表也表达了类似忧虑。他们一致强调，拟加

征关税的海产品基本上都是美国渔民开美国

渔船在美国海域捕捞、送到中国加工后再运

回美国的，面向的也主要是美国市场和消费

者。换句话说，美国政府加征关税名义上是针

对中国进口商品，实际上伤害的是美国自身。

此外，就目前情况来看，如果额外加征的

25%关税“落地”，美国海产品厂商将被迫把部

分成本转移给普通消费者，一些平价海产品

涨价或最为明显。

美国罗得岛州一家海产品公司负责人乔

治·苏扎表示，到时候涨价是必然的，因为美

国海产品业无法承受这么高的额外成本。他

预计，涨价将造成他公司海产品销售量下滑，

甚至美国家庭可能会减少海产品消费。

当有贸易官员问及他们能否找到合适的

替代加工地或完全在美国进行加工时，这些

美国海产品厂商的态度也比较一致：不行或

者非常困难。

法斯说，一些政策制定者似乎确信，供应

链可以轻易调整，但在海产品业可不是这么

回事儿。除了要花很多年打造技术和安全资

质，合作关系和相互信任也不是一天建立起

来的。对于食品业来说，这些因素都非常重

要，毕竟食品安全问题容不得一丝马虎。

美企业称对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是“南辕北辙”

多家美国企业近日在对 3000 亿美元中

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表示，加征

关税将导致企业遭受损失，且与保护美国知

识产权和就业岗位的目标“南辕北辙”。

在当天的听证会上，来自全美纺织、化

工、屠宰、制药、医疗、运动护具、烟花等行业

的 40 多名代表一致认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

税会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受损。

俄亥俄州标准纺织公司总经理金·海曼

表示，对半成品棉质织物加征关税有利于那

些直接从巴基斯坦、印度等国进口成品布匹

的企业，这些企业不能促进美国境内就业，且

将加工部分放在美国以外也不利于知识产权

保护。对半成品织物加征关税与美国政府声

称的保护知识产权、就业岗位等目标“南辕北

辙”。

纽约州施坦因纤维公司副董事长悉尼·

施坦因表示，希望美国政府把一种人工纤维

从征税清单中剔除，否则相关美国企业的生

产成本将提高。这种人工纤维主要作为阻燃

物填充在床垫中，中国企业是其主要生产商。

本轮听证会自 6 月 17 日开始，持续 7 个

工作日，预计有 300 多位业界代表出席。听证

会结束后，公众将有一周时间向美国贸易代

表办公室提交补充意见。听证会召开之前，美

国已有 520 家企业和 141 个贸易协会联名致

信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

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并回到谈判桌与中国

达成解决方案。

渊刘阳 杨承霖冤
关税“子弹”射向自己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恐重创本国海产品业

国内首例采用“新管幕
法”施工的隧道工程贯通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国

内首例采用“新管幕法”施工的隧道工程———

太原市迎泽大街下穿火车站通道工程 6 月

21 日顺利贯通。

中铁十四局集团项目负责人韩仲慧介

绍，工程下穿有着百年历史的特级火车站太

原站，施工过程中极易出现冒顶和大面积塌

方。为了破解这一难题，工程采用了在国际上

较为前沿的新管幕法施工技术。施工过程中，

定制 4台直径为 2 米的小型盾构机，在每座

隧道断面外廓四周挖掘 20 条小隧道，再采用

大型“千斤顶”装置———液压顶管机将多节厚

2 厘米、直径 2 米的钢管一一顶入隧道作为

支撑。 渊齐中熙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