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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超级稻”推广9000万亩
新闻回放：10月25日，科技部、农业部组织专

家在武汉对“国家863计划绿色超级稻项目”总结

研讨。近 5 年，项目培育出水稻新品种 65 个。新

品种在广东、安徽、湖南、湖北等地累计推广面积

达9000万亩。

点评：面对资源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科学家提出“绿色超级

稻”的理念。近10年来，我国科学工作者在“绿色

超级稻”的培育理论、育种技术体系、绿色性状基

因发掘与种质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和成果。可以预见的是，具有抗主要病虫害、节水

抗旱、优质高产等特点的“绿色超级稻”将为我国

粮食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中国供应商对零售商满意度上升
新闻回放：10 月 26 日，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

布的《中国零供商业关系研究 2017 年度报告》显

示，中国供应商对零售商的满意度连续三年上升，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低于电商渠道。

点评：随着实体零售商业务流程不断改进，尤

其是区域型实体零售商的快速发展，供应商对零

售商满意度逐年上升。从长远来看，良好的商业

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回报。优秀的商业关

系需要零供双方以沟通理解为基础，以为消费者

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为目标，达到双方战略协

同，实现合作共赢。

“智轨”列车上路运行
新闻回放：10 月 23 日，我国首条智能轨道快

运系统示范线一期工程在湖南株洲启动线路匹配

测试和试乘。这标志着首列采用虚拟轨道跟随控

制技术的“智轨”列车实现上路运行。

点评：“智轨”列车融合了现代有轨电车和公

共汽车各自优势，以胶轮取代钢轮，采用了自主研

发的“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无需铺设有形轨

道。从长期来看，“智轨”列车具有建设周期短、基

础设施投资小、城市适应性高、综合运力强等特

点，能够为更多城市的公共交通提供系统的解决

方案。

创新态势明显 市场规模扩大

洗衣机市场：产品升级供需两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洗衣机零售市场实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洗衣机零售市场实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增速在大家增速在大家

电品类中仅次于空调电品类中仅次于空调。。当前当前，，洗衣机市场涌现出大容量洗衣机市场涌现出大容量、、变频变频、、智能智能、、分分

桶等诸多消费热点桶等诸多消费热点，，干衣机作为新品类异军突起干衣机作为新品类异军突起，，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

相互促进态势明显相互促进态势明显

壮大产业集群 强化名品效应

河北邢台建设食品产业新高地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杨永丽

食品制造作为邢台市的七大优势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迅速。相关企业不断集

聚，区域化产业配套设施完善。逐步构建了以方便食品为主导、大宗食品为支撑，功

能食品和保健食品为特色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食品产业新高地

近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与国家
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指导、中
国家电网主办的“2017 中国洗衣机·干
衣机行业高峰论坛”，就洗衣机行业发展
现状与趋势展开研讨。论坛上，中怡康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1 月份至 8 月
份，我国洗衣机市场零售量为 2338 万
台，同比增长 10.4%；零售额 420 亿元，
同比增长13.1%。

龙头企业表现突出

中怡康白电事业部总经理魏军表
示，宏观经济稳健增长和房地产市场经
历的一轮增长对洗衣机市场销售拉动作
用显著，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时期大量
产品的替换需求也开始逐步释放，为分
类洗、洗烘一体机、干衣机、迷你机等处

于导入期的新品类带来新活力，品质消
费需求增长促使整个洗衣机市场规模稳
中有升。

今年，洗衣机龙头企业表现突出。
家电上市公司发布的中期业绩报告显
示，2017年上半年海尔洗衣机业务实现
营 业 收 入 138.4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9.02%；小天鹅实现营业收入105.68亿
元，同比增长32.35%。

中怡康线下月度监测数据显示，今
年 1 月份至 8 月份，线下市场前三名品
牌市场份额由 2016 年同期的 58.3%增
长至 60.4%，提升 2.1 个百分点;前五名
品牌市场份额达 73.8%，较去年同期提
高2.3个百分点。

在中国家电网总编吕盛华看来，市
场份额向优势企业集中是市场竞争优胜
劣汰的结果。一方面，去年下半年以来
原材料价格上涨对中小企业造成了更为
明显的冲击；另一方面，消费升级对技术
研发提出了更高要求，大企业在整合研
发资源方面更具优势。

细分品类功能升级

“今年洗衣机行业能取得相对较好
的业绩，与近几年各主流厂家产品创新
密不可分。”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
徐东生指出，免清洗、自动投放、分区和
分类洗涤、烘干、直流无刷电机和变频电
机、智能化等技术的应用，使得洗衣机产
品档次明显提升，契合了消费升级趋势。

中怡康线下月度监测数据显示，1
月份至 8 月份，9kg 以上滚筒洗衣机在
滚筒品类中的零售额占比达 47.2%；变
频洗衣机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带有
WiFi 和自动投放等智能功能的洗衣机
零售额占比达 35.1%。此外，满足家庭
中不同用户洗涤需求的迷你洗衣机和
分桶洗衣机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增长，
尤其是分桶洗衣机，零售量、市场份额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分桶洗衣
机具有高端差异化、高溢价能力和高技

术壁垒的特点，今后的发展潜力巨大。”
魏军表示。

在线上渠道，消费升级和产品结构
升级的趋势同样明显。京东家电事业部
冰洗业务部总经理汪兆磊表示，目前在
京东平台上，大容量、滚筒、洗烘一体类
的中高端洗衣机产品销售增速均远高于
品类平均增速，细分品类增长也越来越
明显，比如母婴类洗衣机、单独的烘干机
等，同比增速均在500%以上。

此外，干衣机作为一个新兴品类逐
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中怡康预计，2017年我国干衣机市
场 规 模 有 望 达 19.2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42%，零售额将达 6.8 亿元，同比增长
81.2%。由于线下渠道发力，干衣机在
线下市场的增长势头将更为迅猛。

市场前景持续乐观

展望今后洗衣机行业的发展，TCL
冰洗相关负责人表示，健康将成为行业
的新热点，TCL 将围绕免污开展持续
的、深入的产品和设计创新。徐东生表
示，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居民收入持续
增长，尤其是快速崛起的中产阶层更注
重健康和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产品若能
获得该群体的关注，将获得更大市场回
报。吕盛华则预计，洗衣机行业品牌整
合仍会继续。对中小企业来说，把握市
场消费趋势、开发出能够满足消费者需
求的差异化产品才是出路。

“从长期来看，洗衣机的市场前景乐
观。”博西家电相关负责人认为，全面二
孩政策的出台、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家电产品升级和更新换代需求等因素从
根本上支撑了洗衣机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

此外，业内观点普遍认为，在洗衣机
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今年洗衣机的
市场规模将继续保持稳中有升态势。在
产品方面，满足用户的“洗”“干”“净”等
需求，将成为赢得市场的决定性因素。

聚合了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
储藏柜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厨房电器
——集成灶，如今已经逐渐走向厨电市
场前台。据统计，2016 年，集成灶行业
产量超过 70 万套，销售规模在 30 亿元
左右，同比增长幅度达到30%以上。

今年，浙江省质监局联合阿里巴巴
集团上线天猫商城“品质频道”。首批入
驻“天猫·品质频道”专区的共有 9 家带
有“品字标”的“浙江制造”认证企业，同
时开设“质量提升示范区”栏目，8家“浙
江制造”厨具品牌纷纷将集成灶作为主
打产品。

带上“品字标”的浙江制造有何不
同？浙江省嵊州市副市长娄万总指出，

“品字标”能够为企业强化品质优势，拓
宽市场规模。以亿田电器为例，取得“浙
江制造”认证证书后，产品溢价率达
10%，2016 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35%，市
场占有率从8%提升到12%，同时充分调
动了其他企业参与“浙江制造”认证的积
极性。

“不只是产品价格可以卖得更高，政
府层层把关作担保，企业必须自觉拿出最
优质的产品，才能匹配消费者对‘浙江制
造’品牌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亿田电器董
事长孙伟勇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发展品
牌的前提是提质增效，同时还要对产品的
工艺流程进一步简化，降低采购成本，目
前亿田1年内降本比例可达5%。

在质量与市场间搭建桥梁，集成灶行
业正形成连片品牌集群效应，并辐射全
国。作为“中国厨具之都”的浙江绍兴嵊
州市，厨具行业整机及配套产量约占全国
总量的25%，其中集成灶的产销量约占全
国总量的60%以上，侧吸下排式集成灶更
占据全国90%以上份额，包括浙江亿田和
浙江帅丰电器有限公司共取得8张“浙江
制造”认证证书，以龙头企业带动集成灶
整机全链条生产已渐成规模。

“集成灶属于厨具产业中的细分市
场，它是对传统厨房3件套的替代，具有
颠覆性意义。”亿田电器董事长孙伟勇介
绍，在过去一年中，凭借迅猛的招商速度
和火爆的终端促销，亿田集成灶销量已

突破10万套，销售额达4亿元以上。
颠覆性新兴事物走向前台，以集成

灶为代表的新技术、新理念逐渐获得了
市场认可，高端发展趋势产品尤其受到
消费者的青睐。帅丰电器董事长商若云
认为，自主品牌的建立是集成灶行业发
展的关键，“过去嵊州市的集成灶产业经
历过长期代工模式，产品容易被市场淘
汰，但自主品牌却不会轻易消失”。

自 2004 年开始，亿田、帅丰等厨具
企业先后提出打造集成灶自主品牌，持
续增加品牌投入和落地营销。以此为契
机，乘着“浙江制造”东风，厨具企业与质
监部门、行业协会等形成合力，协同做大
做强集成灶产品市场影响力。

销售规模同比增长超30%——

集成灶行业形成连片品牌集群
本报记者 郭静原

金秋时节，《经济日报》记者在河北
省隆尧县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
升级项目现场看到，该企业的饮品车间
正在试生产、挂面车间完成封顶，20万吨
的粮仓正在做最后的扫尾工作。今麦郎
食品有限公司运营中心总经理李锋介绍
说，这个项目陆续投产达效后，可新增销
售收入 46 亿元，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今
麦郎。

目前，今麦郎已在全国拥有 25 个生
产基地，年产 120亿份方便食品，企业先
后自主研发并推出 20 多个子品牌、100
多个口味、300多个规格，注册商标和申
请专利 600 多项，每年为隆尧县上缴税
金超过 2 亿元，是全国食品行业的龙头
企业。今麦郎的迅速崛起，是邢台食品

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生动实例。
邢台地处华北平原中部，是农作物

的高产区，同时也是将农作物转化为食
品的先行区。历史上的宁晋饼干糕点、
平乡酱腌菜等区域特色食品十分出名。
如今，食品制造也成为该市的七大优势
产业之一。特别是在近年来，邢台市以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以
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通过实
施“创新驱动、龙头带动、品牌建设、基地
支撑”四大战略，推动关联企业集聚，促
进产业区域化配套，培育全产业链企业、
冷链物流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努力
构建以方便食品为主导，以大宗食品为
支撑，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为特色的现
代食品产业体系，全力打造食品产业新

高地。
企业要发展，创新是关键。在政府

的扶持下，邢台市食品医药重点企业全
部建立了技术研究中心，食品行业科技
研发经费占食品工业产值的比例达到
1%以上，企业技术装备 30%达到国内先
进水平；规模以上医药生产企业全部达
到 GMP 要求，60%以上达到 HACCP 认
证要求，企业普遍建立了诚信管理体系
(CMS)。食品药品行业研发投入占销售
收入比达到5%。

检验产业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最终标
准是市场，做大做强市场也就是对产业
的支撑。出于这样的认识，邢台市非常
重视对专业市场的规模化开发。记者在
临西县光明集团看到，该集团全球单体

最大的工厂化食用菌生产基地建成投
产，总投资 156 亿元的 13 个合作项目加
快推进，一个辐射带动邢台全域、投资超
百亿、年销售收入近 200 亿元的现代产
业园区已现雏形。在宁晋，玉锋集团大
力实施延伸产业链和产业提升项目，依
托高科技把玉米“吃干榨净”，成为玉米
深加工产业园区和国家循环经济示范
园区。

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邢台市食
品医药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15.84%，比
全市工业增速高 5.4 个百分点。全市规
模以上食品药品企业 195 家，其中包括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 96家、食品流通企业
21家、餐饮服务单位48家。食品医药行
业拥有华龙、今麦郎、富岗、金沙河、绿
岭、玉星、君临 7 个中国驰名商标，占全
市驰名商标总数的25%。

“到2020年，全市食品工业产值将达
到 400 亿元以上，全国知名品牌达到 10
个以上，产值超过10亿元，特色品牌企业
达到8家以上，产值超过亿元的新兴品牌
企业达到 20家以上，以此建设食品产业
新高地。”邢台市主要负责人表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大庆路通科技有限公
司等3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2017年10月10日,债权总
额为 174,455,301.68 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或抵押担
保。（具体材料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查询）
序
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黑 龙 江 神 农 农
业 生 产 资 料 连
锁有限公司
黑 龙 江 龙 阳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大 庆 信 隆 达 经
贸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7-10-10

2017-10-10

2017-10-10

债权规模（元）

123,144,242.80

18,089,991.24

33,221,067.64

本金（元）

99,347,251.23

16,000,000.00

26,568,587.14

利息（元）

23,796,991.57

2,089,991.24

6,652,480.5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竞价
文件请到我公司领取），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刊登日 2017年
10月30日起至2017年11月27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承担交
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定的自
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
以及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作日至哈
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88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
咨询。

联系人：吴松涛 联系电话：0451-8703172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51-87031723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88号 邮编：15009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

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41010009

流水号：00589106

批准成立日期：1959年05月04日

住所：郑州市金水路219号（金水路与英协路交叉口东

南角）

发证日期：2017年07月24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自贸试验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41010018

流水号：00589112

批准成立日期：1991年04月16日

住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88号2号楼

发证日期：2017年08月1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