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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
勒盟正蓝旗的一片马铃薯苗郁郁葱葱、
长势喜人。挖出其中的一棵，根茎白
净，根系发达，根部还长出了四五根“匍
匐茎”，每一根都将结出一个土豆。

“根茎白净说明没有病虫害，‘匍匐
茎’多说明施肥精准。”这片庄稼的主人
——内蒙古盛世领航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甄晓明告诉记者，在正蓝旗，他
一共与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以下简称

“中化农业”）合作种植了7000多亩马铃
薯。以往，农户们要靠自己运肥、和肥、
施肥，既辛苦又不科学，还容易施肥过
度；现在，只要给中化农业MAP（现代农
业技术服务平台）正蓝旗技术服务中心
打个电话，不仅可以轻松科学配肥，还有
大型自走式喷灌机来帮忙施肥。

作为一家领先的农业投入品（化
肥、种子、农药）及现代农业服务一体化
运营企业，中化集团推出的 MAP 模式
以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和利用现代
农业科技“种出好品质、卖出好价钱”为
突破口，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涵盖农
业生产全过程的现代农业综合解决方
案。简单来说，它意味着中化农业从农
资生产销售转入农业服务领域，“改行
种地”了。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
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中化农业
MAP 特种作物事业部总经理汤可攀认
为，要在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基础上，充
分运用现代农业科技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提升生产效率，从而实现绿色可持
续发展。

正蓝旗以及附近区域地广人稀，
特别适合规模化、现代化、产业化的农
业发展模式。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农业种植环节普遍缺少专业的农业
技术服务机构，区域农业发展的效率和
效益不高。

为此，中化农业 MAP 特种作物事
业部在内蒙古投资建设了4座大型农业
技术服务中心，累计投资超过1亿元，为
当地的规模化种植企业、种植大户以及
农民合作社提供全程服务。其中，正蓝
旗技术服务中心于 2018 年开始运营，
服务内容包括测土配方施肥等。

“这种精准的检测配方施肥服务模
式有三大优势。一是减少了肥料的投
入量，有利于土壤的长远使用；二是从
目前长势来看，精准施肥提高了马铃薯
的品质，亩产量只多不少；三是减少了
以前因为施肥而产生的雇佣装卸工、溶
肥工等成本。”甄晓明说。

汤可攀表示，2019 年，MAP 特种
作物事业部将全面落实“技术+供应

链”迭代升级计划。具体包括，结合目
标客户的土壤类型和当前主流品种，
设计出具有针对性、差异化的全程作
物营养方案；重点探索出符合中国农
药管理规范的“植保方案设计+服务
站预混+配送+施用”的全程植保服务
模式；通过土壤改良方式实现减肥、减
药，减少作物营养投入，提高盈利能
力；整合农机资源，为 MAP 战略推广
提供重要的服务支撑；依托各事业部
在货源配置、物流资源掌控等方面的
优 势 ，为 各 MAP 中 心 提供全面的供
应保障。

数据显示，中化农业以水稻、小麦、
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要目标，以作物优
势种植区为核心区域，以重点扶贫县为
发展侧重，目前已在 100 多个农业县开
展 MAP 模式落地试点工作，累计为近
200万亩耕地提供了现代农业综合解决
方案的服务。

截至今年6月，中化农业MAP特种
作物事业部在粮食作物方面累计建设
技术服务中心55个，签约面积达215.83
万亩；在经济作物方面已建成运营53个
技术服务中心，服务面积 49.9 万亩。
MAP 特种作物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西

侧的“北方规模化农牧结合区”，主要服
务的农作物品种为马铃薯、甜菜、苜蓿
草、青贮等。今年内，公司还计划建成
大型综合服务站3个。

据介绍，未来3年至5年，中化农业
还将在中国的重要农业县建设 500 个
以上 MAP 技术服务中心和近千个现
代农业示范农场，实现服务 3500 万亩
以上耕地的目标。同时建设的智慧农
业平台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线
下线上协同服务及精准农业决策，以
更广泛的影响力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
进程。

中化集团以MAP模式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改行种地”为哪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鑫

日前，记者来到诺华公司位于北京
昌平的工厂。厂长王瑞彬告诉记者：

“诺华在中国有 3 个生产工厂，其中昌
平工厂是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固体制剂
生产基地，主要原研药和新药均在这里
生产。”

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诺华公司
是全球知名的医药健康企业，业务遍及
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拥有
10.5 万名员工，超过 7.5 亿名患者受益

于诺华产品。一直以来，诺华在探索新
药物的过程中，积极运用创新科学和数
字化技术，以期实现“改善人们生活质
量、延长人类寿命”的目标。

诺华昌平工厂的厂史要从 32 年前
说起。1987 年，瑞士汽巴嘉基公司与
北 京 药 物 公 司 成 立 合 资 公 司 ，并 于
1988 年开始建厂，第一批产品于 1993
年进入中国市场。2006 年，昌平工厂
成为诺华全资公司。2008 年和 2013

年，诺华昌平工厂先后投入约 5000 万
美元两次进行扩充，添置了更多生产线
与测试设备。

“昌平工厂的设备标准与国际标准
一致，自动化程度很高，能够很好控制
产品品质，操作起来也更安全。”王瑞彬
告诉记者，诺华昌平工厂是整个诺华供
应链中的重要一环，在产品质量、安全
生产和供应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同
时，昌平工厂还有完整的生产链，从原
料到最终产品“一气呵成”。

记者在工厂有关负责人的带领下
来到生产车间，迎面便看到了详细的参
观须知。比如，因为要换连体服，不建
议女士穿裙子；不能穿高跟鞋；全部随
身物品包括手机均需锁在会议室内；进
入结晶生产区的人员不得化妆、佩戴饰
物；留有胡须的男士在进入生产区域或
其它指定区域前，要配备防护装备。“科
学管理的前提是规范管理，所以我们的
规定‘严格到胡子’。”这位负责人表示。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戴上一
次性帽子、鞋套和外套，“全副武装”地
走进了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只见墙上
贴着多张工作计划与生产进度表，所有
内容都采用中英双语。车间里几乎见
不到工人，只有大大小小的罐子和不停
运转的生产线。

据车间负责人介绍，制药流程分为
四部分。首先是“制粒”，即将药物活性
成分与淀粉等辅料充分混合制成小颗
粒状，具体方式可分为湿法制粒和干法

制粒；其次为“压片”，即将小颗粒在模
具中压成片状或其他形状；其三为“包
衣”，即将制成的片剂喷涂上色。为啥
要给药品包衣上色？车间负责人告诉
记者，有些病患一天要吃好多种药，如
果都是一种颜色，很容易搞混。给药片
穿上不同颜色的“衣服”，能够帮助患者
辨别药品，这是对生命安全负责的一种
表现；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片剂包装，并
用铝箔密封。只见生产线上“列队移
动”的药品自动“步入”药盒，药品说明
书也“自觉行动”，一盒盒包装好的药品
集结在生产线的末端，等待发往各地。

王瑞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诺
华工厂持续改进流程，不断提高药品产
量。同时，诺华公司还不断将新药引入
昌平工厂生产，昌平工厂的产量连续 5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2014 年，我们拿
到了‘诺华技术应用制药奖’，这是公
司生产部门的最高奖项；2016 年我们
又拿到了整个诺华生产方面的年度
奖。今年，我们将生产 2 亿零 400 万盒
药，如果换成片剂和粒，大约为一年 15
亿粒/片药的规模。”目前，该厂主要为
中国市场服务，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市场。

“产品质量是我们立足市场的保
障。只有生产出高质量的药品，患者才
会信任我们、用我们的药，企业才能更
好生存和发展下去。我们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药品在昌平工厂生产，满足更多
中国患者的需要。”王瑞彬说。

用高质量的产品为中国市场服务
——探访诺华公司昌平工厂

本报记者 陈 颐

图为诺华公司昌平工厂有关负责人在介绍产品情况。 （资料图片）

近日，在人民网主办的“2019游戏责任论坛”上，人民
网发布了《2018—2019游戏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字娱
乐企业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入选十佳。

深圳市创梦天地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高炼惇在论坛上表示，如何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更
好地承担社会责任，是每一家游戏企业必须认真回答的
问题。

“首先，健康的内容是游戏企业的立身之本，也是游
戏企业‘向善’的社会责任。游戏与书、电影一样都是文
化传播方式，如果价值观有问题，再赚钱也不能做；第二，
游戏也要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有效助力，这
是游戏企业‘向美’的社会责任；第三，作为行业‘头部企
业’，我们有责任推动产业健康发展，这是游戏企业‘向
上’的社会责任。”高炼惇说。

作为一个数字娱乐平台，创梦天地提供游戏、动漫等
丰富多样的数字内容以及电竞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娱乐服
务。自2011年成立以来，创梦天地旗下的乐逗游戏成功
推出了《地铁跑酷》《纪念碑谷》《梦幻花园》《梦幻家园》等
知名精品手游。

其中，经典游戏《地铁跑酷》以环游世界为主题，每三
周推出一个新城市之旅，将千姿百态的城市文化与游戏
设计紧密结合，至今已推出了近百个全球不同城市的版
本。创梦天地还特别与开发商合作推出了 10 多个中国
城市的游戏版本，让全球玩家都能在游戏中体验中国城
市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魅力。

创梦天地一直努力推动优秀游戏内容面世。公司从
2016年开始扶持独立游戏开发者，并成立独立游戏平台
indieSky，通过分享沙龙、48小时极限创作大赛、全球性
的独立游戏评选等方式为游戏开发者提供帮助。

今年 11 月，创梦天地将在深圳举办第二届 casual
connect 全球游戏开发者大会。大会以“创意引领数字
经济，构建新型数字文化生态圈”为主题，旨在整合全球
游戏开发者资源，探讨数字内容产业最新发展趋势，并依
托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一个全球游戏产业交易与交流平
台。去年 11 月举办的首届全球游戏开发者大会吸引了
来自 46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余家厂商，108款原创游戏
在会上进行了展示。

创梦天地总裁高炼惇：

游戏企业须有社会责任感
本报记者 袁 勇

去哪儿网日前发布“非遗
非常潮”百条主打非物质文化
遗产旅行专线。此举在文旅
业掀起了一股热潮。据了解，
这百条线路涉及跟团、深度、
亲子与自由行等多种形式，其
中有 30 余条线路由北上广深
出发，指向云贵川渝的线路超
过 60 条。

去哪儿网目的地营销总经
理黄凡表示，去哪儿网的“90
后”用户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且
存在客群持续年轻化的趋势，
此次推出的系列专线产品将为
世界各国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接
近、品味中国传统文化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优质途径。

据介绍，在推出此次非遗
专线前，去哪儿网作了较为扎
实的市场调研，并利用大数据
分析等方式优化“非遗非常潮”
的线路设置。

黄凡介绍：“去哪儿网的用
户主体是年轻人。我们在调研
中发现，他们对传统文化很感
兴趣，文化旅游需求旺盛。我
们应当为他们提供更好、更专
业的服务，这也是我们对旅游
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次
尝试。”

相关调研数据显示，2018
年国庆期间，超过 90%的游客
参加了文化活动，超过 40%的
游客参加了 2 项文化体验活
动，37.8%的游客花在文化体
验上的时间为 2 天至 5 天。国内主要在线旅游平台

（OTA）数据也显示，圆明园、故宫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等文化类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北京、宁波、无锡、
西安、杭州、南京等成为文化类热门目的地。

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旅游产业带来怎样的商业价
值？黄凡举了一个例子，贵州遵义海龙屯是中国三大土
司遗址之一，至今仍保留着长长的城墙、雄伟的关隘、古
老的石道，是宋、元、明时期西南播州杨氏土司文化的重
要遗存。此前，它并不被太多人知晓，直到 2015年成功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后，才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

“海龙屯的带动效应可以说是非遗文化及商业价值
的明证。如今，我们已经以海龙屯为专题，推出了5天文
化深度游项目。”黄凡说。

“最大程度地激活中国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
这是我们为非遗线路寻找的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打通东西部的百条非遗线路，将有力推动西部文旅产业
发展。”黄凡说：“中国的文旅资源太丰富了，我们要加快
建设，让更多来自世界的年轻人在旅游过程中体会中国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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