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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均位居世界第一。

传统的自行车产业如何寻找发展新动能？除了自身加快新技术应

用外，更要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加速融合，通过新技术、新业态“双

轮”一起驱动，激发增长潜力，拓展更大市场——

11月19日至20日，百万校
友资智回汉·武汉国家航天产业
基地专场活动举行。武汉市新洲
区政府与入园企业签约 50 个招
商引资项目，总金额 1056.6 亿
元。签约项目主要为商业航天类
项目，以及部分智能制造、新材
料、现代服务业项目等。

据预测，当前全球航天经济
总量超过 3300 亿美元，过去 5
年，卫星产业每年为美国贡献近
千亿美元收入。截至去年底，我
国已有超过100家民营企业涉足
商业航天。到2020年，我国航天
产业市场规模将达8000亿元。

“商业航天将是未来航天发
展的主流模式。美国 SpaceX 公
司主导发射的猎鹰号可回收式运
载火箭，就是商业航天取得领先
优势的例证。”华高莱斯顾问机构
负责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
市治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
忠表示，武汉发展商业航天有着
完善的工业、科教、科研、人才体
系，可以进一步发挥城市魅力，对
产业资源加以系统整合。

作为首个国家级商业航天产
业基地，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
于 2016 年 8 月份获国家发改委
批复。武汉市新洲区委书记赵利洪表示，“航天基地集聚
商业航天产业资源，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主打航天运
载火箭和发射服务等四大主导产业；探索航天发展新模
式、激发技术资源新活力，推动航天产业与其他产业跨界
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和航天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据了解，在签约入驻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的产业项
目中，“行云工程”产业园、武汉工程大学纳米新材料等
项目都颇具看点。其中，“行云工程”承建和运营我国首
个天基物联网项目，计划2023年完成发射80颗低轨通信
卫星组成天基物联网信息服务系统，为地面通信信号覆盖
不到的空间、海洋、沙漠、森林、无人区等提供通信服
务，在海洋船舶通信、集装箱运管、工程机械监管、地灾
监测预警等领域提供真正“全球通”通信保障服务。

此前，航天行云公司已入驻航天产业港建设卫星测运
控中心。此次签约项目将建设卫星研发、生产、测试、运
营基地。加上此前已落地的“虹云工程”，航天科工集团
已在基地落地两大卫星星座项目。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联席总裁赵鸿靖介
绍，目前在武汉国家航天产业基地，火箭产业园 （一期）
综合厂房已建设完成，计划于 12月份投入使用；卫星产
业园正全速建设，计划明年投入使用。“行云工程”签约
后，“两朵云”工程将一定程度上补齐武汉在航天卫星领
域的短板。

“目前，我国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近 4
亿辆、电动自行车近 3亿辆，均位居世界
第一。其中，电动自行车年均产量超过
3000万辆，年产值超过千亿元。”这是从
中国自行车协会近日主办的“2019 中国
自行车产业大会”上传出的消息。

当前，自行车行业如何创新，以适应
消费市场新形势？如何与其他产业融合
发展？在未来交通体系中，自行车占据
什么样的地位、市场空间在哪？相关部
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深入探讨。

创新要“内外兼修”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全
国自行车制造业主要产品中，两轮脚踏
自行车完成产量 2999.9 万辆，同比下降
7.6%；同时，产品结构也在悄然变化。

“目前，通勤车在下降，学生车在提
升，山地运动车则大幅提升。”上海凤凰
自行车有限公司总裁王朝阳说，传统自
行车市场规模持续缩减，行业集中度提
升，新生物种包括平衡车、滑板车、助力
车等开始增多。

新技术是创新的重要内容。中国轻
工业联合会会长张崇和认为，自行车行
业要提升创新能力，加快产学研用结合，
为产业发展提供新动能。要加大技术攻
关，重点突破变速器、轻型新材料、新型
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推进
产业整体水平提升、结构优化。

提升创新能力，不仅包括自身的技
术改造和研发，还有与外部新技术开展
嫁接。中国自行车协会理事长刘素文表
示，新能源、新材料、工业互联网、5G、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与自行车行业转型升级
形成历史性交汇，大数据应用让行业创
新变得更有支撑。

绿佳车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应洪波介绍，通过新技术应用，可以精准

掌握经销商库存情况，使产供销更高效；
不仅使产品设计更符合消费者需求，更
能在经营、管理、制造过程中降低成本。

此外，要适应新的消费形势，还要创
新营销模式。王朝阳表示，新的营销模
式已慢慢产生，简单说就是用数据分析
找到目标用户。数字化营销的关键是让
数据随时被分析，让数据随时有用。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一定要充分理
解人的需求。如果只是一味地功能叠

加，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金通科技集
团副总经理郑光说。

跨界融合有大市场

自行车行业发展，既需要来自创新
的动力，也离不开上下游产业助力。浙
江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倪捷认
为，创新不是孤立的，不要局限于行业本
身，而一定要与其他行业相融合。

刘素文认为，新技术与制造业加快
融合，深刻影响着产业生态和竞争格局，
自行车行业正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和
最大力度的产业链、价值链重构。要大
力推进跨界融合、上下游产业融合，大力
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有机融合。要推动
自行车产品形态、管理运行方式深刻变
革，激发增长潜力，拓展更大市场。

互联网企业与自行车制造企业的融
合，可以说是其中典型。滴滴出行两轮
车事业部创新业务负责人宋志伟表示，

滴滴出行将发挥自身优势，提供用户需
求数据，包括车辆生命周期数据，和自行
车制造企业一起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滴滴出行总监祝振江认为，共享模
式改变了原来的制造企业直接卖给经销
商、经销商再卖给消费者的模式，实际上
是服务业融合了制造业。在这个过程
中，互联网企业和自行车行业上下游企
业相互融合，可以探索出更多的智慧出
行新生态。

物流配送企业在与自行车企业合作
中更是擦出了不少火花。蜂鸟即配“蜂
鸟装备实验室”负责人杨茜说，“骑手几
乎每天 10个小时以上都在车上，对车辆
和电池安全性要求非常高。此外，包括
维修和换电等后端服务也与自行车企业
存在很大合作空间”。

对此，张崇和认为，要树立融合发展
新理念，推行“制造+服务”模式，打造服
务型制造平台，催生产业新形态。要坚
持开放包容，拓展合作空间，建立合作共
赢的伙伴关系，共同营造稳定、公平、透
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细分市场潜力待挖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高云
虎表示，我国自行车行业经过多年努力，
在生产技术、工艺、产品质量以及智能化
等方面有了明显提高。自行车产业不断
壮大对解决城市污染、缓解交通拥挤有
重要促进作用，同时对推动经济绿色增
长、增强民生福祉发挥了重要作用。

即使如此，在很多地方，自行车的出
行环境并不友好，包括自行车在内的慢
行交通所需要的空间和路权得不到充分
保障。

刘素文表示，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
和电动自行车是践行低碳理念、推动绿
色交通和打通微循环的有效载体，是现
代社会交通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行业要积极运用相关资源，由下至
上努力创造良好的、可预见的营商环境；
要在“绿色出行、智慧交通”大体系中找
准新定位，为完善城市现代交通体系作
出新贡献。

在社会交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过程中，自行车行业企业有什么机会？
可以肯定的是，通勤车和运动车还有不
小的市场空间。

天津富士达集团中国内销市场总经
理景毅龙表示，从内销市场来看，虽然近
几年通勤类产品市场在下降，但很多人
上下班仍需要通勤车，尤其是品质比较
稳定的通勤车。对此，富士达以出口韩
日的产品标准，对内销通勤车作了改进，
一方面获得了客户对产品的认可，另一
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盈利。

与此同时，运动自行车市场商机不
小。《2019 年中国运动自行车调查报告》
显示，今年运动自行车销量增长显著，如
捷安特1月份至8月份销量增长20%，闪
电（specialized）中高端市场保持了 10%
左右的增长。

运动自行车的成绩也说明了自行车
产业与体育运动结合的无限可能性。在
产业大会上，中国自行车协会还与中国
自行车运动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联手为自行车产业和运动的发展创
造更多机遇与空间。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任刘佳说，
希望和鼓励自行车装备企业积极参与体
育运动赛事，通过培育赛事，在共同打造
赛事品牌的同时，提升企业品牌的知
名度。

尽管保有量位居世界第一——

自行车产业要尽快融入新技术新业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孟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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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 ，

清华大学研发的

无人骑行自行车

在机器人大赛间

隙进行展示。

新华社记者

吴 蓉摄
本报讯 记者张允强、通讯员孟光野 韩晓东报道：

“高技术发展需求推动高分子材料高性能化、功能化，生产
原料多元化趋势明显，绿色低碳促使高分子材料回收利用
迫在眉睫。”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蹇锡高在辽宁大连举办
的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上表示。

据了解，入围本届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的企业 193
家，最终82家企业荣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科
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盛延林表示，材料是国民经济先导产
业，新材料是各国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新材料行业发展新方向源于市场需求。中车集团副总
裁王军表示，未来高速动车组围绕智能、环保、高效和舒适
的发展需求，将更加关注镁合金、石墨烯、气凝胶、碳纳米
管、非晶合金等新材料发展和应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
认为，要围绕重大需求，依据国家专项“大、专”属性要求，重
点研发先进钢铁材料、高品质高温合金、高性能纤维与先进
复合材料、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微电子与光电子材料、新型
显示材料、绿色能源材料、军用新材料等。

在大赛现场，与石墨烯、富勒烯等被称为改变世界十大
新材料之一的气凝胶创新产品展示颇有人气，这一世界上
最轻固体材料备受关注。“我们研发的环保型气凝胶新材
料，让相关产品更加节能。”科昂纳米科技公司张尚权说。
浙创投集团总裁胡永祥认为，气凝胶保温隔热效果非常好，
具备高效、无污染、附加值高等特点，行业应用已经逐渐被
市场接受。

在本次总决赛期间，赛丰新材料产业园和中国技术创
业协会知识产权服务联盟揭牌，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
办公室和中国国际专利技术与产品交易会组委会办公室合
作意向、国家级新材料大数据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等签约仪
式同期举行。

82家企业获“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

新材料研发“紧盯”市场

11月13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六号运载

火箭，以“一箭五星”方式成功将宁夏一号卫星发射升空。

宁夏一号5颗卫星是宁夏金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自主投资

建设的商业航天项目。 郑逃逃摄（新华社发）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行（含辖内各分/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
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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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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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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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合同
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05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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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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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
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中国信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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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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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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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
公司

河北柏奇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莱特陶瓷有限公司

河北天工化工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石家庄巨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栗源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自然梦家具有限公
司

大名县荣凯生物质能壁
炉有限公司

河北瑞盾门业有限公司

武安市午汲轧钢厂

张家口春成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张家口三北拉法克锅炉
有限公司

贷款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庄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遵化市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唐山市丰润区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名县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名县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安市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口市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口市分行

贷款本金余额

50,000,000.00

4,165,583.47

5,998,733.29

21,999,500.00

8,250,000.00

20,000,000.00

24,000,000.00

16,166,826.12

4,684,922.78

2,729,019.01

25,287,887.22

16,100,000.00

借款合同号

PSBC13-YYT2016062701

13000332100216080004

13000332100215090003

13000332100215010003、
13000332100215010003补1、
13000332100215010003补2、
13000332100215010003补3

13000332100217080014

13012278100215040001

13012278100215010001

13006057100217050001

13006057100217030001

13000231100217020001

13005585100216030008、
13005585100216030008补01
13005585100216030014、
13005585100216030014补01
13005585100216030012、
13005585100216030012补01
13005585100217070005
13005585100217070006

担保人名称

河北四方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石家庄柏奇化工有限公司、河北柏奇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任秋栓
河北莱特陶瓷有限公司、曹建彪、杨爱芳、李保
奇、庞雪英、李同占、吴书芳

河北天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天工建业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陈京普、邓玲

新疆巨力管业科技有限公司、刘西斌、朱惠红、
赵霄俐

刘景华、李小君、毕成、河北栗源食品有限公司

徐宝珠、郑秀红、曹雅秀

成文军、张书艳、成松、河北荣凯生物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大名县荣凯生物质能壁炉有限公司
仝瑞军、魏爱玲、北京东方弘瑞门业有限公司、
河北瑞盾门业有限公司

王建印、李靖婵、王洪杰、武安市午汲轧钢厂

焦贵、赵玉霞、赵万春、成海琴、成道清、姚继兰、
张家口市春成煤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口三北动力起重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乔建
华、张家口三北拉法克锅炉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号

PSBC13-YYT2016062701001

13000332100616080003；13000332100416080002；
13000332100416080003
13000332100615090003；13000332100415090004；
13000332100415090005；13000332100415090006

13000332100615010003；13000332100415010006；
13000332100415010007

13000332100917080010；13000332100717080001；
13000332100717080002；13000332100717080003
13012278100615040001；13012278100616090003；
13012278100415040001
13012278100615010001；13012278100415010001-01；
13012278100415010001-02；13012278100415010001-03；
13012278100415010001-04；13012278100415010001-05；
13012278100415010001-06
13006057100917050001；
13006057100717050001
13006057100617030001；
13006057100417030001
13000231100617020001；
13000231100417020001

13005585100617040003；13005585100414040001；
13005585100414040002

13005585100616080001；13005585100416080001；
1300558510041608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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