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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晟集团推出商务智慧体平台

商业地产要从重开发转向重运营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石化行业能效“领跑者”发布

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继续下降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报道：8月9日，2017年度石油

和化工行业重点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名单和
指标发布会在宁夏银川举办。本次发布涉及17种28个产
品，展示了国内重点耗能行业的节能成就。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介绍，近年来
石化行业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和重点产品单位综合能耗继
续下降，2017年吨原油加工量综合能耗同比下降0.44%，
吨乙烯、合成氨、烧碱、纯碱、黄磷的综合能耗同比分别下降
0.16%、1.53%、6.86%、0.95%和0.61%。但是，石化行业能
源消耗总量仍然较大，全行业一方面要持续推进化解过剩
产能工作；另一方面要推动化工园区及企业开展“智慧园
区”“智能工厂”“数字车间”升级改造。

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节能处处长赵怀勇
表示，下一步发改委将通过强化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双
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完善对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的
法治化手段，推进节能技术创新应用。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能源节约处副处长莫虹频指
出，工信部今年将开展对重点高耗能行业的节能监察，其
中包括将对38家乙烯、191家合成氨、170家电石、149
家烧碱和63家尿素重点用能企业实施节能监察，督促相
关企业更好地实现节能降耗。

近年来，随着市场供给过剩、
同质化竞争以及电商不断挤压，商
业地产进入了转型阵痛期。传统单
纯依靠收租的重资产化盈利模式遇
到瓶颈，商业地产要想继续保持生
命力，必须在管理模式和轻资产化
经营模式上有所创新。

据赢商大数据中心统计，受大
量新增供应及商场调整改造等综合
因素影响，2017年全国一、二线城
市购物中心空置率季度环比平均涨
幅高达 5.3%；在 28 个城市中，有
近一半城市的商场空置率超过 8%
的 警 戒 值 ； 经 营 下 行 压 力 明 显
加剧。

全联房地产商会商业地产研究
会会长王永平表示，现在商业设施
很多，竞争压力较大，需要以商业
为引擎，以“商业+”打造综合
体。过于简单的商业业态已经无法
适应消费需求的变化，商业地产要
从过去重开发向重运营、重内容
转变。

作为商业地产的重要品类，商
业办公同样面临巨大的经营压力。
目前，商业办公转型主要受到三方
面影响，一是商办物业大资管时代
已经到来，纯粹依靠收租金的传统

商办物业盈利模式，已经不符合市
场发展要求；二是企业租户不再满
足于写字楼空间租赁，对企业交
流、商务合作、资源共享等方面的
需求越来越强烈；三是越来越多科
技产品应用于日常生活与办公中，
打造轻办公环境成为企业租户的重
要需求。

轻资产化、需求多样化及高科
技化，已经成为商业办公转型中迫
切需要完善的三个方面。“以前写
字楼就是收取租金，并提供物业服
务。”福晟集团董事兼福晟商业集
团总裁、福晟地产集团执行总裁吴
洋说，如今商业地产需要满足人们
的多种需求，商场、公寓都已经开
始转型，唯独写字楼滞后了。

目前，大多写字楼都只提供简
单的物业服务，难以满足餐饮、休
闲、亲子等更多方面需求。这一方
面使得客户满意度低下，另一方面
造成激烈的同质化竞争。

经过思考和摸索，福晟集团在
今年初推出了服务商业地产的商务
智慧体平台——Officetree。吴洋
介绍，Officetree 以客户需求为导
向，以智慧平台为工具，以多元服
务为内容，通过商务协同将企业、

空间、资源、白领生活及多种力量
融合，打造从商务生活到企业发展
的服务体系，构建全新的商务生活
方式。

对企业租户来讲，当一个商业
地产项目中入驻了足够多企业商户
后，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生态圈，
Officetree 可以提供交流系统，帮
助原本各自为政的企业互相沟通。
企业租户能够在这个系统中快速找
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大大节省了
资源搜索与沟通的时间。

对白领人群来说，Officetree
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其在办
公、社交等方面的多元需求。仅通
过一个系统，就能够与整个办公体
的员工交流，包括订餐、健身、约
车等。

对于物业而言，Officetree 能
够打造一个双向交流平台，物业能
够及时了解租户的需求，租户也能
及时掌握写字楼物业的动态，将物
业管理变成服务。“从写字楼端到
商场端，从办公到生活，我们营造
了整个服务体系。商业地产的未
来，必须要摆脱投入大量建造费用
的时代，要把每栋物业变成智慧生
命体。”吴洋说。

力争两三年内基本解决弃水问题

四川将建设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报道：四川省政府日前出台《关于

深化四川电力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将着力扩大和创
新电力市场化交易，提高电价支持政策精准性，拓展水电消
纳途径，努力实现水电更加充分消纳、重点产业（行业）和重
点区域用电成本较大幅度下降。

四川是国家重要优质清洁能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基
地。但长期以来，水电价格优势不明显以及丰水期弃水等
问题一直普遍存在。为此，四川提出探索建设若干水电消
纳产业示范区，争取在两三年内基本解决弃水问题。

《意见》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例如，增设丰水期低
谷时段弃水电量交易新品种，鼓励用户特殊时段多用弃水
电量；推进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试点，积极稳妥探索推进专
线供电、直供电试点，在弃水严重的电源点就近开展水电消
纳产业示范区建设试点。在甘孜、攀枝花、雅安、乐山等地，
探索以专线供电方式较大幅度降低上网侧电价和输配环节
电价，实现示范区内整体电价水平明显下降。

本报讯 记者周雷报道：近
日，大规模定制生态联盟成立大会
暨首届大规模定制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创新论坛在京举行。在工信部消
费品工业司的指导下，由海尔作为
牵头单位，建立开放、以用户为中
心的大规模定制生态联盟，实现生
态资源聚合。

当前，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
造为支撑的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生产
模式，正在推动全球工业、企业从

“以企业为中心的大规模制造”向
“以用户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
转型。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大规模定制生态联盟是推
广、提升和完善大规模定制模式的
积极尝试和探索。海尔 COSMO-
Plat作为一个开放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利益各方可以参与共建该生态
平台、共享成果，使平台不断迭
代、优化、升级。以此为支撑，建

设跨行业、跨领域的大规模定制公
共服务平台可谓顺势而为。

海尔相关负责人介绍，以海尔
COSMOPlat 为支撑的大规模定制
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标准制定开展
标准研制和推广、资源聚合实行产
业聚集和企业上云、平台创业从事
平台产品创新和开发，夯实这三方
面实现平台输出，以平台赋能推动
跨行业、跨领域大规模定制转型
升级。

推动全球工业、企业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大规模定制”转型

海尔牵头组建大规模定制生态联盟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逐月提升——

机械工业：内生动力增强 投资恢复增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24万

亿元，同比增长10.41％；实

现利润总额7615亿元，同比

增长6.73％。机械工业平稳向

好趋势进一步巩固，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工业平均水

平，产销平稳增长、订货好于

预期、投资有所改善，发展内

生动力增强——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向好趋势进一步巩固。在近日召开的
2018 年上半年机械行业经济运行信息
发布会上，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
会长陈斌说，上半年与消费、智能制造、
环保和污染治理密切相关的产品设备增
长态势良好，产业转型向深层次推进。

平稳向好势头巩固

今年以来，机械工业增加值增速呈
逐月提升趋势，由1月份至2月份的7%，
升至1月份至6月份的8.4%。虽仍低于
上年同期水平，但分别高于全国同期工
业和制造业1.7个和1.5个百分点。

从上半年重点监测的120种主要产
品来看，产量同比增长的产品有76种，
占比 63%，比上年减少 18 种；产量同比
下降的产品有 44 种，占比 37%，比上年
增加 19 种。其中，有 14 种产品产量由
上年同比下降转为同比增长，33种产品
产量由上年的同比增长转为同比下降。

上半年，与民生消费市场关系密切
的产品产量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如
乘用车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3.2%和 4.6%。与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相关的产品延续了销量上升势头，如水
质污染防治设备、固体废弃物处理设备、
噪声与振动控制设备等产量同比增长均
超过 20%。与智能制造产业相关的产
品增长态势良好，如分析仪器及装置、试
验机、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速在17%
至42%。工程机械类产品在上年高基数
的基础上继续高速增长，为整机服务的
各类零配件类产品也普遍增长。

经历了两年多的低迷后，2018年以
来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恢复性增
长。上半年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4个国
民经济行业大类中，专用设备制造、汽车
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 个行
业大类投资增速分别为10.3%、8.5%和
8.5%，高于同期全社会（6%）和制造业

（6.8%）投资增速，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
同比增长5.7%。从趋势看，今年以来机
械工业涉及的主要行业大类投资增速逐
月稳步回升，投资低迷状况有所改善。

成本压力依然存在

陈斌指出，目前市场需求不足、成

本压力较大、外贸摩擦不断等问题依然
存在，提升行业发展质量的任务依然艰
巨。“市场疲软、需求不足是一段时期
以来持续困扰机械行业发展的问题。同
时，成本压力大、效益提升难度较大，
１月份至６月份机械工业主营业务成本
同比增长10.76％，高于同期主营业务
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此外，应收账款
数额大、回收难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最
突出的问题。”

电力、冶金、煤炭等传统用户行
业处于产能调整期，虽释放出部分更
新改造需求，但相较于机械行业的产
能而言，市场需求依然低迷。机械工
业重点联系企业数据显示，企业订货
在经历 2017 年回升向好后，2018 年
以来再次呈现波动下行趋势，上半年
累计订货同比增长 9.64%，降到了个
位数水平。

自 2017 年开始的原材料价格上
涨，是今年上半年挤压机械行业利润的
首要因素。同时，融资成本显著上升，
1月份至6月份机械工业利息支出同比
增长15.4%，增速高于同期实现利润总
额增速 8.67 个百分点。在多重成本压

力下，上半年机械工业利润总额低速增
长，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为 6.77%，
低于上年同期0.24个百分点。

1月份至6月份，机械工业应收账
款 总 额 达 4.67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17%，占全国工业应收账款总额的
三分之一。特别是主机制造企业，由于
生产周期长、占用资金大、个性化定制
强，货款回收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产业结构调整加快

陈斌表示，以往机械工业主要服务
于投资活动，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引导和
市场倒逼下，为民生消费服务的意识与
能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调整持续向深
层推进，产品结构不断升级。

机械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使我国机
械企业与产品逐步赢得了国际市场认
可 。 在 近 一 年 半 时 间 里 ， 柳 工
CLG950E 挖掘机已在英国累计实现终
端销售 15 台，在该级别挖掘机的市场
份额达18%；参与了废弃电厂地基破碎
作业、核电站施工等项目，是我国工程
机械产品首次参与英国基建工程。今年
上半年，上海电气与东方电气组成的项
目联营体，在与全球3家龙头电气集团
的竞争中胜出，获得了埃及汉纳维燃煤
电站项目。

随着机械工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
产品转型升级、促进新旧动能转换，下
半年行业运行将继续保持平稳。“在持
续多年高速发展后，我国机械工业规模
已达到 24 万多亿元的较高水平，目前
增速适度回落是正常的。”陈斌说。

陈斌预计，2018 年全年机械工业
增加值、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增
速有望维持在 7％左右，进出口贸易
适度增长。汽车行业已进入平稳增长
期，全年汽车产销增速将与上年基本
持平；电工电器行业传统龙头产品发
电设备形势不容乐观，火电市场大幅
下滑，燃机和风电基本持平。但光纤
光缆、锂离子电池等产品市场良好，
将形成有力支撑。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
量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含
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
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
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借款人

河北奥特莱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皓美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教育厚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

武安市联华车业有限公司

武安市联华车业有限公司

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天工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天工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天工化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邯郸市滏通天然气运输有限公司

超越(邯郸)制衣有限公司

超越(邯郸)制衣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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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12016280606

27012016280107/
27012017280095

27012017280163

13432016280001

13412016280051

45012016280570

45012016280568

45012016280601

45012016280605

45012016280598

13412017280100

13412015280177

13412015280315

16012016280457

16012016280458

16012016280459

16012016280002

16012015280608

16012016280009

担保人/相关义务人
河北信和矿业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创隆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夏春雷/梁艳
河北佳隆食品有限公司
李朝/田捧月
河北厚朴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张朝峰/王立平
洁绿重工有限公司
南京三信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魏可义/韩春英
魏可新/赵风岭
魏可红
洁绿重工有限公司
南京三信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魏可义/韩春英
魏可新/赵风岭
魏可红
河北天海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潮/杨君丽
河北天海源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张海潮/杨君丽

衡水晟合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赵红伟/闫建钗
闫建钗/赵红伟

衡水晟合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赵红伟/闫建钗
闫建钗/赵红伟

河北润和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陈京普/邓玲
河北润和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陈京普/邓玲
河北润和压力容器制造有限公司
陈京普/邓玲
河北中都贸易有限公司
王敬堂/王秀芳
超越(邯郸)制衣有限公司
高秀英/李德峰
李江超
李艳光
超越(邯郸)制衣有限公司
高秀英/李德峰
李江超
李艳光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松汀钢铁有限公司
宫翠花/宫万芹

担保合同编号
ZB4501201600000045
ZB4501201600000046
ZB4501201600000047
ZB4501201600000086
ZB4501201600000087
YB4501201628060602
YB4501201628060601
ZB2701201600000035
ZB2701201607120001
ZB2701201600000036
YB2701201728009501
YB2701201728009502
ZB2701201700000039
ZB2701201607120001
ZB2701201700000019
ZB2701201700000040
ZB2701201700000041
ZB1341201600000006
ZB1341201600000005
ZB1341201600000006
ZB1341201600000005
ZB4501201600000101
ZD4501201500000042
ZB4501201600000102
ZB4501201600000103
ZB4501201600000101
ZD4501201500000042
ZB4501201600000102
ZB4501201600000103
ZB4501201600000106
ZB4501201600000111
ZB4501201600000106
ZB4501201600000111
ZB4501201600000106
ZB4501201600000111
ZD1341201600000012
ZB1341201600000043
ZD1341201500000014
ZB1341201500000062
浦邯2018BZ003
浦邯2018BZ001
ZD1341201500000014
ZB1341201500000062
浦邯2018BZ004
浦邯2018BZ002
ZB1601201600000041
ZB1601201600000042
ZB1601201600000043
ZB1601201600000041
ZB1601201600000042
ZB1601201600000043
ZB1601201600000041
ZB1601201600000042
ZB1601201600000043
ZB1601201500000071
ZB1601201500000070
ZB1601201500000072
ZB1601201500000071
ZB1601201500000070
ZB1601201500000072
ZB1601201500000071
ZB1601201500000070
ZB160120150000007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联系人：郭亚雄

联系电话：

0311-86968770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

平安南大街30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联系人：孙建立

联系电话：

0311-69690319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

裕华东路133号

注：1. 本公告清单
列示暂计至 2018 年 5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
北省分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
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3. 清 单 中“ 担 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担保人的
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附：转让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