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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不赚钱”“循环经济是低端产业”“循环
经济规模不经济”……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业内外存
在一些认识误区。日前，在安徽省界首市举行的2019中国
再生资源产业发展高端峰会上，相关专家和企业代表对就
循环经济如何“良性循环”展开研讨。

在安徽省一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该公司
副总经理徐礼庆拿起一块泡沫铝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泡沫
铝的原材料就是利用了再生铝的资源回收，通过高温加工
使材料减重50%以上，可用于吸能防撞、电磁屏蔽、防弹防
爆等多种用途，批量生产后经济效益可观。

在界首市，循环经济不仅支撑了经济发展，还生发出经
济、社会、资源、生态等多重效益。数据显示，近年来，界首循
环经济产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年均产值、税收均增长
40%以上，循环经济产业对界首工业贡献率始终保持在70%
以上。2018年实现再生资源产业产值615亿元，占全市总产
值达78%。同时，界首循环经济产业已带动4万多个家庭致
富，使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0%以上，催生了众多千万富
翁和百亿企业，并带动商贸物流、信息通讯等相关产业发展。

具体来看，界首再生铜、铝循环利用产业年产 20 万吨
再生铜、铝，可节约铜、铝矿石1000多万吨，大大减少了国
家对原生矿产资源的开发，降低了金属冶炼中的能源消耗、
水资源消耗和土地资源占用。

“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有
10万余人从事废旧物资收购运输，既为界首循环经济产业
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又实现了有害固体废弃物的收集、集中
处理和再利用。”界首市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当然，循环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产业发展初期，
由于法律、政策、工艺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小散乱”等不
规范现象。有人看到“小散乱”企业盈利的假象，认为循环
经济规模与效益并不对等。同时，一些国内的循环经济企
业，科技创新水平较高，但有的脱离实际、与产业链脱节，经
济效益不高，也造成了企业不赚钱的现象。

“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经济。”界首市高新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比如界首的循环经济产业，能够将2个饮料瓶变
成 1件时尚的新衣服，将废弃的易拉罐变成应用于航天装
备的泡沫铝，“变废为宝”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再生资源行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资回收行业，它
在供给端属于绿色产能、环保产能。”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
用协会再生塑料分会秘书长盛敏表示，如今，随着环保意识
的不断增强，国内消费者也正从“废料垃圾”的传统思维模
式中跳出，逐步形成了“废料—再生资源—再生环保消费
品”的新型环保消费观念，使循环经济的市场定位和消费者
的接受程度实现了统一。

“未来，还应构建再生资源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让
企业受益、也让界首以及广大市民受益。”界首市高新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界首一直在寻找、搭建一系列公共服务平
台，希望企业能够在平台上寻求更多、更优质的资源，让各
种服务平台真正成为界首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前不久，在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 180亩、总
投资20亿元的氢能装备产业园项目破土动工。据了解，该
项目分为氢能综合功能区和氢能产业园两大功能区，重点
建设以制氢、储氢、运氢为一体的氢能装备产业制造基地。

“邯郸氢能产业起步较早，氢能资源丰富、创新平台完
善、氢能装备领先。”邯郸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伟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位于邯郸市的中船重工
第 718研究所就开展了制氢及相关技术的研究，目前多项
技术世界领先。

目前，中船重工第 718 研究所的水电解制氢装置形成
了产氢量0.5—1000Nm3/h（标准立方米每小时）的水电解
制氢设备产品体系，主要应用于电力、有色冶金、石油化工
等多个领域。同时，在国内率先开发了加压型双极压滤式
水电解制氢装置，并实现装置的全自动控制运行。

“我们研制的撬装式水电解制氢设备、车载式水电解制
氢设备、600Nm3/h 制氢装置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中船
重工第 718研究所制氢设备工程部副主任李猛介绍，该公
司已累计销售 800余台套水电解制氢设备，用户遍及全国
各地，并出口挪威、法国、俄罗斯、韩国、印度等 20 余个国
家，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

为进一步打开市场，此次开工建设的邯郸氢能装备产
业园中，中船重工第718研究所布局了氢能装备制造项目，
计划以水电解制氢技术及设备为核心，围绕绿色能源的转
换，构建集制氢、储氢、运氢、用氢为一体的体系化能力，打
造投资、装备制造、运营服务、气体销售为一体的氢能综合
产业链。同时，位于邯郸经开区的新兴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也在氢能产业园内布局了高压储氢技术氢能储罐生产
线，依托容积和口径全球最大的 CNG 气瓶长管拖车，建设
氢能运输装备生产基地。

邯郸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申涛表
示，邯郸将通过创新引领，激发氢能产业创新平台活力，研
制推出一系列高附加值的核心技术及装备，打破国外垄断，
树立行业领先品牌，着力打造氢能源装备产业集群。

据介绍，邯郸市将围绕“制取、储运、加注、应用”4个环
节补链、强链，打造氢能产业的研发、生产、示范中心。其
中，在研发环节，邯郸将推动专业领域技术突破，逐步掌握
制氢、应用、发动机等氢能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同
时，邯郸将依托现有企业以商招商，引进一大批氢能企业，
打造涵盖氢能装备、燃料电池和整车生产的全链条产业。
计划到 2025年，引进相关氢能企业 20家，培育 2家到 3家
国内、国际龙头企业。

在氢能应用方面，邯郸市计划建设 5 个以上 500 公斤
至1000公斤加气站，在市内设氢能公交示范线，大力推进
燃料电池重载汽车示范，并逐步推广。

河北邯郸：

氢能产业发挥集群效应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湖北界首：

循环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姚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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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旅游产品丰富多样

暑期旅游玩出“新花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暑假来了，旅游市场再

迎旺季。随着消费观念不断

升级，如今的暑期旅游消费

演变出越来越多的消费模

式，旅游市场上的产品项目

也是百花齐放，满足了消费

者不同的个性化需求，出游

特点也正在从“观看式”向

“体验式”转变。每年暑期游

市场上的新玩法，都成为消

费者追捧的焦点——

彩电再出“新物种”，画质表现震撼——

叠 屏 电 视 魅 力 无 限
本报记者 周 雷

□ 叠屏电视是采用“彩色屏+黑白屏”打造的液晶电视超级版，通
过双屏协同发力，实现了超高对比度、丰富色阶和广视角。

□ 海信叠屏电视U9E的对比度达到150000∶1。同时，峰值亮度、
色域覆盖率和色彩准确性等关键画质指标均超过OLED电视。

□ 叠屏电视的推出，不仅带动了彩电的升级换代，完善了高端产
品线，同时也化解了上游液晶面板企业产能过剩的风险。

继 OLED电视、激光电视之后，彩电
业又出“新物种”。

7月 8日，海信在北京推出全球首台
叠屏电视。经济日报记者在现场采访发
现，叠屏电视与普通液晶电视在外观上
几乎没有区别，但是画质表现令人震撼，
显示效果甚至“秒杀”普通液晶电视。

“无论是海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
据，还是来自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对比评
测，海信叠屏电视画质水平均达到了世
界顶尖水平。”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首席科学家刘卫东表示。

叠屏电视到底是什么来头，有何奥
妙？简单说，就是采用“彩色屏+黑白屏”
打造的液晶电视超级版，通过双屏协同
发力，实现了超高对比度、丰富色阶和广
视角，让通过液晶显示技术制造的产品
重新站上市场潮头。

据刘卫东介绍，叠屏电视采用了上
下两块面板的叠屏显示方案，上层彩色
屏专注色彩精控，忠实还原色彩，下层黑
白屏专注精细调光，呈现高对比度和暗
场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叠屏电视的核心不
在于多了一层面板，最为关键的是独有
的叠屏控制算法。海信在业内首次使用

5颗芯片实现了背光层、控光层和图像层
高效协同控制，通过子像素级控光，把液
晶电视的静态对比度从此前的最高 1万
提升到 10万以上，让电视充分呈现出自
然界真实细腻的色彩和层次。

叠屏电视的问世，也让 OLED 电视
等市场新宠感到压力。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音视频国检中心主任董桂官
公布的检测数据显示：海信叠屏电视
U9E的对比度达到150000∶1，这一核心
画质指标远远超过 OLED 电视。同时，
峰值亮度、色域覆盖率和色彩准确性等

关键画质指标也超越了 OLED 电视的
HDR认证要求。

海信现场公布 65 英寸观星级叠屏
电视的售价为 17999 元，超过了索尼今
年 65英寸液晶画质旗舰产品的售价，并
且明年还将推 55 英寸和 75 英寸产品。
海信电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伟坦言，中
国电视市场从来不缺价格更低的品牌和
产品，缺的是真正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
高端品质生活需求的发烧级产品。

中怡康数据显示，从去年 5 月份至
今，彩电行业均价下降近10%，全行业销

售额下降近14%。在彩电业深陷同质化
竞争之时，以技术创新拓展市场已成为
企业发展的关键抉择。从 5000ZONE
最高分区电视、叠屏电视、三色激光电视
以及最窄 BM 区产品，海信致力于密集
推出新技术拉高行业档次。王伟表示，
希望海信的努力能把行业的焦点拉回到
技术和品质上，价格战只会让行业发展
走进死胡同。

据介绍，从屏幕到芯片，海信叠屏电
视的核心技术全部由中国企业掌控，海
信与京东方研发团队联合技术攻关，一
举打破了液晶显示技术的天花板，打开
了液晶电视新的画质提升空间，这也标
志着中国企业在全球显示技术发展中开
始领跑，并有助于在超高清视频技术领
域形成中国优势。

“叠屏电视上市是一个足可以让中
国人在显示技术发展历史上留名的大
事件。”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表示，海信
叠屏电视的推出，一是让液晶电视从此
有了与激光电视、OLED 相媲美的高端
产品；二是带动了彩电整机企业积极升
级换代，共同研发推广叠屏电视；三是
化解了上游液晶面板企业产能过剩的
风险。

进入 7 月份以来，随着各地大中小
学生陆续放假，暑期出游旺季随之而
来。由于暑期天气炎热，“哪儿凉快哪儿
待着去”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草原
游、山地游、海岛游、夏季滑雪游等主题
目的地陆续迎来客流高峰。同时，受影
视剧、网红视频等影响，不少“小众”的旅
游进入大众视野，成为“打卡胜地”。在
丰富多样的产品线路和旺盛的出游需求
带动下，今年的暑期旅游市场保持着持
续升温的态势。

国内游：主题项目丰富

每年暑假，消费者的出游意愿就像
天气一样炙热。经济日报记者近日从各
大在线旅游平台获悉，从6月初开始，暑
期出游地相关搜索量大增，国内长线游
产品预订量增长明显，比去年同期上涨
超两成。今年暑假，不仅有学生趁着假
期出门游玩，更有不少父母盘算着来一
场深度亲子游。

从历年暑期出游情况来看，各类主
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景区始终保持
着惯常的热度，今年也不例外。其中，上
海迪士尼乐园、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珠
海海洋王国、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等受到
亲子家庭尤其是小朋友们的追捧。为了
提高游客的暑期出行体验，各类主题公
园也纷纷推出应季活动。比如，上海迪
士尼度假区日前正式开启长达两个月的
夏日派对，涵盖夏日狂欢节城堡秀、艾尔
农庄夏日玩水派对等一系列夏季限定演
出活动。

不难发现，“水”类主题游玩项目是
暑期出游需求最旺的品类。美团数据显
示，去年暑期，近三成的美团用户选择预
订各种各样的“水”主题游玩项目。根据
大数据显示，6 月份的“水”主题游玩项
目的景区门票预订量相较上个月激增2
倍，预计整个夏季，该项目的需求占比会
进一步扩大。

除了玩水，身穿夏装在雪地上撒欢
儿、滑雪也并非天方夜谭。今年暑期，吉

林市、哈尔滨等城市推出的夏季滑雪游
备受欢迎，而内蒙古牙克石市凤凰山推
出的夏季滑雪比赛也成为一道“凉意十
足”的产品，吸引了众多滑雪爱好者前往
体验。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恰逢新中国成
立7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100周年，暑假
期间又将迎来“八一”建军节，不少家长
选择带着孩子前往红色旅游目的地，重
温红色记忆追寻革命足迹。从预订情况
来看，“井冈山红色体验式教育 3 日游”

“延安红色之旅4日游”等产品将红色景
区与历史、教育、拓展、民俗等元素相结
合，受到亲子家庭和游学团体的青睐。

出境游：产品花样翻新

据了解，目前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
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或地区
已达 72个。包括 14个国家可互免普通
护照签证、15个国家单方面允许中国公
民免签入境、43个国家单方面允许中国
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免签、落地签意味
着出境游可以说走就走。”众信旅游直客
营销中心总经理王振玥表示，该公司的
暑期产品 6 月底就已进入预订高峰，目
前七八月份的产品售卖已接近70%。

随着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的稳步增长
以及家长教育理念的转变，“旅游+教
育”的游学产品日益受到用户欢迎。从
途牛网截至目前的暑期海外游学产品预
订情况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作为传统的留学国家依然是今年游学热
门，插班、国际课堂、本土营地、名校探
访、人文行走、文化体验等特色主题也备
受欢迎。

与此同时，新加坡、日本等目的地热
度也在不断上升。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

《2019暑期出游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
期，日本、新加坡等地将迎来中国游客

“扎堆”。其中，赴日游人次比往年增长
28%。今年的暑期出游中，亲子家庭、学
生人数占近七成，因此含有动漫元素、影
视IP地等内容的线路，预订尤其火爆。

“受益于签证便利、飞行时间短，以
及近期上映电影《千与千寻》的带动，赴
日游持续火热，甚至吸引了不少游客多
次游览。”驴妈妈出境游负责人邹庆龄
表示。

与往年相比，今年暑期的出游方式
更加多样，在迪拜专门逛主题乐园、去瑞
士巧克力工厂自己做巧克力……从团队
游、自由行、半自由行到家庭小团定制、

“一家一团”，产品体验感和自由度都在
不断扩大。

中国旅游研究院博士韩元军表示，
“对于旅行社来说，根据需求变化推出
符合游客需求和喜好的产品，才能得到
游客的认可。”随着中国游客对于品质
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多，定制游逐渐成为
游客前往热门暑期旅游目的地的主流
方式。

“小众游”：时尚出游新选择

韩元军表示，当前旅游产品的类型
更加多样、品质更高，旅游目的地应对交
通和服务等配套设施更加重视，但从全
国旅游目的地来看，两极分化现象依然
严重。一方面，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的

“人山人海”现象依旧比较突出；另一方
面，西南、东北等地旅游资源丰富，但社

会认知度不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暑假，受影视

剧、网红视频等影响，不少原生态的旅
游地也被带入大众视野，“打卡”原生
态旅游地成为出游新时尚。据驴妈妈
大数据显示，在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
上爆红的贵州茂兰、湖北恩施、湖南小
东江、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等目的地
备受用户喜爱。从人群来看，选择去
原生态旅游地的用户中，“90 后”占比
最高，达到 67.32%。业内专家表示，以
前迫于交通、信息阻碍，一些原生态景
点的魅力未能被充分挖掘，现在网络
信息快速传播，如果再配上完善的旅
游规划以及管理，将释放出极大的市
场潜力。

此外，拥挤的景点直接影响消费者
的体验，暑期旅游安全问题也是影响游
客出游的重要因素。随着国民收入的提
升，国人对旅游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
越多的中国游客希望通过旅游感受当地
文化，体验当地的特色项目。近年来，随
着文化和旅游部以及各大旅行社加大安
全提示，游客出游的安全意识越来越高，
出游前更关注目的地的政治局势、社会
治安、天气状况等，今年购买相关旅行保
险的比例与去年同比上升20%。

韩元军提醒游客，暑期旅游是高峰
期，也是降雨、台风、泥石流等高发期，游
客出行前要做好预备工作，提高人身安
全和自我防护意识，不擅自通过自驾、骑
行、驴友拼团等形式进入气象灾害高发
地区。在国内旅游如果遇到问题，要及
时拨打国家旅游服务热线12301。

77月月66日日，，北京市民在北京欢乐水魔方嬉水乐园游玩北京市民在北京欢乐水魔方嬉水乐园游玩。。 任任 超超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