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经7 2019年8月14日 星期三

77月份汽车产销量降幅收窄月份汽车产销量降幅收窄，，显现出了积极信号显现出了积极信号。。尽管行业产销整体下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尽管行业产销整体下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但随着但随着

全年生产时间较长的全年生产时间较长的88月份月份，，以及以及““金九银十金九银十””季节性消费等因素到来季节性消费等因素到来，，在去年基数不高的情况下在去年基数不高的情况下，，今年下半今年下半

年车市有望回暖年车市有望回暖——

7月份汽车产销降幅收窄

车市处淡季 回暖仍可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8 月 12 日发布
了国内7月份汽车产销数据，7月份汽车
销量为 180.8 万辆，环比下降 12.1%，同
比下降 4.3%，同比降幅比上月缩小 5.3
个百分点，降幅有所收窄。1月份至7月
份汽车销量为 1413.2万辆，比上年同期
下降11.4%，销量降幅比1月份至6月份
收窄1.0个百分点。

从历史数据来看，汽车销量已连续
13个月同比下降。2018年，汽车行业遭
遇 28年以来首次负增长，2019年以来，
下滑态势仍在延续。

“从7月份的产销数据完成情况看，
虽然产销整体降幅继续收窄，但行业产
销整体下降态势没有根本改变。”中汽协
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认为，7 月份进入了
传统汽车销售淡季，环比数据下降是正
常现象。具体看，7 月份仅 SUV 和客车
同比呈现增长，其余车型均呈下降态
势。从前 7 个月产销情况来看，汽车产
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随着国六车型的
不断增多，企业促销力度会有所减小，消
费者观望情绪有望得到改善。

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则表示，
尽管 7 月份降幅与其预期有所偏差，但
相信 8 月份的数据会好看一些，再加上

“金九银十”季节性消费等因素，在去年
基数不高的情况下，今年下半年市场有
望回暖。

“上半年市场不好的原因还源于国
五、国六政策切换。现在政策切换完成，
市场有望回归正常轨道。”许海东表示，
尤其是在国家、地方鼓励消费政策出台
后，各地刺激政策相继落地，可能会给汽

车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由于国六实施前的清库存
时间短，国五清库压力较大，因此6月份
的零售额异常偏高，对 7 月份的零售带
来了较大透支效应，导致 7 月份车市零
售实际增速仍为负增长。综合近几个月
的零售总体走势看，呈现低基数下同比
增速逐步企稳的特征。

由于上半年市场表现低于预期，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底下调了年初对于
2019年汽车销量的预判。中汽协称，经
过重新评估，预计2019年全年汽车销量
为2668万辆左右，同比下滑5%，此前的
预判为2800万辆。关于新能源汽车，预
计销售 150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 19.4%
左右，今年 1 月份预测的数值为 160 万
辆，增长33%。

根据中汽协刚刚发布的数据，7 月
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8万辆，比去
年同期下降4.7%，比上个月的15.2万辆
大跌47.36%。

对此，陈士华表示，这主要是受补贴
过渡期影响。“受上月新能源补贴退坡过
渡期结束的影响，本月新能源乘用车销
量出现大幅下滑，直接影响新能源车整
体增速。”

6月26日，2019年新能源汽车补贴
新 政 实 施 ，国 家 补 贴 标 准 将 降 低 约
50%，地方补贴直接退出，2019 年补贴
退坡幅度近 70%。因此，在补贴退坡前
夕，新能源汽车销售出现高速增长。6
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完成 15.2 万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80%。

崔东树表示，新能源汽车销量环比
大跌很好理解，今年 6 月份是新能源汽
车全额财政补贴的最后一个月，这个月
里新能源汽车市场经历了最后的疯狂，
销量猛涨。由于6月底补贴退坡带来的
销售成本大幅上涨，产销各环节很难快
速应对这样的成本变化。

许海东称，如果从绝对量上看，把 6
月份因补贴过渡期将结束而增加的销量

“调”到 7 月份，则 7 月份的销量仍为正
增长。再加上新能源汽车市场具有上半

年低迷、下半年销量集中爆发的规律性
特点，今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值
得期待。

“随着老款新能源车清库退出市场，
新产电动车性能普遍得到增强，预计后
续经过短期下滑后会逐渐增长。”崔东树
认为，今年 8 月份有 22 个工作日，是全
年生产时间较长的月度，虽然部分车企
集中休假，随着国六车型公告目录和供
应配套逐步到位，8 月份产销回升潜力
较大。

最近，有关“上海迪士尼禁止自

带饮食被告”的报道备受关注。尽

管案件诉讼尚未了结，但相关主题

乐园“禁止携带食品入园，且进园需

开包检查”的行为，仍然引来不少争

议。笔者认为，主题乐园不应简单

粗暴地实行“一刀切”管理方式，这

不仅不符合大型主题乐园应有的服

务态度和管理水平，也会直接影响

游客的出游体验，久而久之，必然得

不偿失。

事实上，主题乐园不让带饮食

进入，并不是新鲜事，许多主题乐园

都存在类似规定。只不过，很多游

客抱着“出门图开心”“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想法，致使“游园不带饮

食”逐渐成为一种惯例，很少有人去

深究背后的道理。但是，惯例并不

意味着此类规定合法合规。

上海迪士尼事件争议最多的有

两点，一是“禁带食品入园”涉嫌霸

王条款，搜包行为更是涉嫌侵犯消

费者隐私权，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二是主题乐园内售卖的饮

食价格普遍偏高，同样的商品几乎

是园区外的5倍到10倍。

对此，上海迪士尼度假区日前给

出回应说，关于外带食品与饮料的规

定，与中国大部分主题乐园以及迪士

尼在亚洲其他目的地一致；不让外带

食物是由于气味特殊或有安全隐患

的食品入园及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

会影响园内公共卫生安全。

显然，上海迪士尼的答复有些

避重就轻，背后的强制消费令人反感。

对于主题乐园来说，对游客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无可厚

非，但应当以不妨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等合法权益为前

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

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权利、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

虽然上海迪士尼的是非对错自会有司法机关裁定，但

对于主题乐园来说，“一刀切”的管理方式看似省力，实则是

只顾自身利益，忽视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想方设法提升游

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才是主题乐园保持客流不断、人气旺

盛的法宝。一方面，要从游客角度出发，对游客随身携带的

饮食，本着合情合理合法的原则妥善处理；另一方面，主题

乐园要保证游客在游玩时的基本需求，饮食上应提供品种

丰富、价格合理的食物以供选择，娱乐上也应提供丰富多

彩、创意十足的游玩项目。

此外，近几年来尽管主题乐园热度持续上升，但有关数

据显示，2018年至 2020年在建或拟建的“主题乐园、公园”

投资总额达745亿元，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此情形下，谁

真正为游客考虑，谁才会赢得游客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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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网络视频研
究中心近日与抖音短视频共同发布
了《短视频与社会创新研究报告》。

《报告》认为，短视频正在让越来越多
的个体微创新被看见、被记录、被分
享、被认同，这种普惠的共享共创，高
效聚合了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群体
创新，从而助力了社会整体创新。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份，我国短
视频用户规模达到 6.48 亿，占全体
网民的78.2%，短视频类应用使用时
长占移动应用使用总时长的8.2%。

中华女子学院院长刘利群认为，
短视频为当下的传播机制带来了许
多新的可能性。对于草根群体来说，
短视频让意见多元化表达成为可能；
去中心化的传播机制，使得原本处于
边缘地位的受传者转而成为传播者，
打破了其原本的边缘地位；多元化的
表达拓展了社会公共空间，审美和价

值观多元化促进了社会包容，也为原
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圈层提供了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

除了对传播方式的改造外，不
少短视频平台上的娱乐化内容以及
对于青少年用户的消极影响也受到
了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副
部长刘力认为，短视频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短视频能为用户带来
感官性愉悦；另一方面，短视频也可
能使得用户降低自我评价与幸福
感。“要提升用户幸福感的关键在
于，引导用户在使用中更多地关注
自己，呈现自己的积极形象，而不是
仅仅关注他人从而贬低对自己的评
价。”刘力说。

为此，短视频平台也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在提升用户幸福感与知
识获得、推动社会共享共创方面发
力。据抖音执行总编辑王萌介绍，
今年 3 月份，抖音联合多部门，邀请
多位科学家发起名为“DOU知计划”
的全民短视频科普行动，截至 2019
年6月份，抖音平台上粉丝过万的泛

知识类创作者有近3万名，累计发布
泛知识类内容超过 644 万个，累计
播放量近6600亿次。

在助力城市文化形象的定位和
传播上，2018 年抖音平台上城市相
关视频超7900万条、播放量超2200
亿、用户点赞超70亿次。此外，还通
过创意短视频、抖音挑战赛等方式，
阐述贫困县的特色景点和相关故事，
助力贫困地区旅游市场发展。

“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延展
出全新的交互传播轨迹，记录着自
我的成长，映射出社会的变革，展现
了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所呼唤的社
会创新动能、文化开拓路径与数字
素养能力。”中国网络视频研究中心
副主任王晓红认为，未来“短视频+”
将成为常态，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跨
界融合愈发显著，随着相关政策规
范体系更加完善，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将逐渐被广泛应
用，基于短视频的共享共创将继续
向跨界化、场景化、协同化、专业化
等方向迭代演进。

提升用户幸福感与知识获得、推动社会共享共创——

短视频玩得好 社会责任不能少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陈 晶

“白羽肉鸡养殖具有节粮、高效
和节约土地、生态环保的优点，一平
方米土地每年可生产一吨鸡肉，白
羽肉鸡产业代表了现代畜牧业的发
展方向。”近日，在山东烟台举办的
白羽肉鸡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山东
省畜牧兽医局局长唐建俊认为，弥
补猪肉供应缺口，大力发展白羽肉
鸡产业是一个有效选择。

自去年8月份以来，我国养猪业
遭受“非洲猪瘟”疫情严重侵袭，生
猪产能大幅下降，猪肉价格持续上
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猪肉供应紧
张局面。虽然目前疫情趋于稳定，

但不少养殖户仍心存余悸，还在等
待观望，难以在短时期内恢复生
产。养猪业可能在今后一个时期内
仍然遭受“非洲猪瘟”困扰，生猪生
产的恢复和发展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
长王俊勋看来，大力发展白羽肉鸡
产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优化畜牧
业结构、提高国民膳食营养水平、保
障城乡居民肉食供应具有重要意
义 。 去 年 ，我 国 鸡 肉 总 量 达 到
1472.63 万吨，占到肉类总产量的
24.37%。在这 1472.63 万吨鸡肉产
量中，白羽肉鸡占到了 61.2%，已连

续多年超过黄羽肉鸡。
目前，全国肉鸡看山东格局已

经形成，2018 年屠宰肉鸡 16.5 亿
只。山东拥有一大批高档次、大规
模的肉鸡产业化龙头企业，全国4个
白羽肉鸡上市企业中有 3 个在山
东。作为中国最大的祖代肉种鸡养
殖企业，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
公司改写了中国白羽肉鸡种源完全
依赖进口的历史，使我国能够自主
繁育祖代白羽肉鸡苗，其祖代肉种
鸡养殖量占到全国的近一半。

“白羽肉鸡产业代表了现代畜
牧业的发展方向。山东拥有全国最
大的良种繁育基地，全省父母代肉
种鸡养殖量达到 2000多万套，具备
了产业发展的良种基础。为加快推
进由畜牧业大省向畜牧业强省迈
进，下一步山东将把白羽肉鸡产业
作为主攻方向和发展重点。”唐建俊
如是说。

弥补猪肉供应缺口，优化畜牧业结构——

山东迎来新“鸡”遇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拥有对邯郸市新阳光化工有限公司等7户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截至2019年
3月31日，债权总额为87,706.81万元，其中：本金72,543.48万元，利息15,163.33万元，债务人、担保人主要位于邯郸、邢台、保
定以及承德等地区，具体债权情况及担保情况见附表。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单户或者打包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或者分期支付转让价款且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

法（修订）》提示，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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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人管理层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公告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二十个工作日止。
公告期内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征询。
受理公告事项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311-89291707、18031446680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薛女士，0311-8929171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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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债务人名称

邯郸市新阳光
化工有限公司

丰宁宏江工贸
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中晶
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

沙河市千山矿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中钢钢铁
有限公司

河北月山重工
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新起点铜
业有限公司

原贷款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广安街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和平东路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建华支行（现更名
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
区科技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分行

贷款本金（元）

80,000,000.00

80,000,000.00

4,217,814.34
527,369.37
433,089.06
430,000.00
429,914.39
417,604.61
400,773.59

46,500,000.00

500,000.00

25,000,000.00

110,000,000.00

5,300,000.00

705,000.00
50,000,000.00
35,000,000.00
34,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00.00

850,000.00
840,000.00
840,000.00
800,000.00
730,000.00
560,000.00
205,000.00

49,680,000.00

39,720,000.00

29,800,000.00
29,800,000.00
29,470,000.00
7,500,000.00

29,778,280.26

担保人名称

邯郸市嘉恒工贸有限公司、段文平

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正蓝旗宏
江新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孙宝春

正蓝旗宏江新型环保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丰宁宏江商砼有限公司、丰宁满族自治县
宏江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孙宝春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崔申虎（配偶
岳便英）、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沙河市千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河
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
业有限公司、平阴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崔申虎（配偶
岳便英）、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沙河市千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沙河
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
业有限公司、平阴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
沙河昊天微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千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千山中
晶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沙河市千山大酒店
有限公司、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牙克石市鸣鑫矿业有限公司、平阴
县洪范池矿业有限公司、河北骏威工贸有
限公司、崔申虎、岳便英

唐山新戴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如宝、
北京缤纷顺通商贸有限公司、唐山雾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平宝商贸有限公司、刘如宝、唐山新戴
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缤纷顺通商
贸有限公司、唐山雾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邢台金丰球铁科技有限公司、任广进

河北泰斗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许领军
河北泰斗线缆集团有限公司、许领军、雄县
安正达线材厂

抵押物

邯郸市嘉恒工贸有限公司位于邯郸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联通南路2号；土地面积为
8855.30平方米，土地性质为科技研发用地。
房产位于土地之上，建筑面积11038.69平
方米
丰宁宏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
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大阁镇宁丰路西；土
地使用面积3079.31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
业用地，房产建筑面积12508.37平方米，为
商业用房

无

岳便英名下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豆各庄村碧
水庄园三期35-5号别墅，建筑面积741平
方米，土地面积2429.81平方米；岳便英名
下位于昌平区沙河镇豆各庄村碧水庄园三
期35-7号别墅，建筑面积758.46平方米，
土地面积2456.66平方米

其中1000万元由岳便英两处别墅提供第
二顺位抵押担保

沙河市千山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坐落于沙
河市太行街东段北侧的两宗土地使用权（用
途：住宅）和地上房产（用途：商业），土地面
积共2621.83平方米，房产面积5253.28平
方米；北京千山天利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名下坐落于三亚市吉阳镇亚龙湾国家旅游
度假区别墅，建筑面积926.41平方米，土地
面积4217.01平方米

唐山新戴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乐亭县打网岗的旅游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
面积513802.57平方米

无

河北月山重工设备有限公司名下工业房地
产：1.位于沙河市周庄办事处冀庄村西南工
业用地，土地面积159449.74平方米；2.位
于沙河市冀庄村西南、纬三路南侧工业用地，
土地面积106665.34平方米；3.位于沙河市
周庄办事处冀庄村西南工业房产，建筑面积
51788.68平方米；4.位于沙河市冀庄村西
南 、纬 三 路 南 侧 工 业 房 产 ，建 筑 面 积
48008.06平方米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