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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给能源产业装上数字“引擎”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处于疫情中心，较其他车企晚一个月复工，产销冲击较大——

东风汽车如何唤回“东风”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瑞宝生物时隔8年重获“通行证”——

四川产明胶重返欧盟
本报记者 顾 阳

本版编辑 梁 睿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国内得到有效
控制，但总部位于疫情中心武汉的东风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公司）压力
不减。

“此前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做好
安全防控的同时，加快复工复产，确保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现在感受更深的则是市场压
力。”东风公司董事长竺延风表示，机会稍纵
即逝，由于比其他车企晚一个月复工，集团
产销所受冲击较大，“不过，压力也是动力，
我们不改今年总体经营目标，而是要努力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
更高质量发展”。

跑出复工“加速度”

5月25日8点35分，东风乘用车公司
工厂总装车间，一辆炫动红色东风风神奕
炫GS亮起大灯缓缓驶出淋雨线。“这是我
们基于全球模块化平台打造的首款SUV车
型，该车搭载1.5T先进的涡轮增压发动
机，匹配 6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高达
97%以上的语音识别准确度，让用户可以
通过自然语音指挥车辆调整情境模式。”
东风乘用车公司总经理丁绍斌表示，该款
车不仅承担着今年风神品牌冲量的重任，
而且肩负着风神产品升级和品牌向上的
使命。

与此同时，在东风本田第一工厂总装车
间，全新UR-V也在列队下线。“全新UR-V
是东风本田今年上市的第一款新车，产品定
位‘高品位旗舰SUV’。”东风本田执行副总
经理郑纯楷告诉记者，全新UR-V搭载了本
田CONNECT智导互联2.0系统，并新增空
气净化系统、脚踢式感应尾门和无线充电等
最新配置，以适应国内汽车市场年轻化、智
能化的消费升级需求，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面向市场开发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
推动经销商能力和渠道管理能力双提升，探
索新的面向客户的商业模式，是东风公司最
紧迫的工作。”竺延风坦言，“我们的复工复
产计划，不仅强调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而
且更注重‘市场端’的变化，是根据市场需求
来制定的。”

面向“市场端”需求的复工复产，使得东
风商用车有限公司“满血复活”。“5月份我们
销售中重卡25288辆，同比增长53.04%；前
5个月，累计销售中重卡82925辆，同比已实
现1.82%的正增长。”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强表示，目前东风商用车已构建东
风天锦KR、东风天龙KL等卡车行业商品线
最丰富的5大商品平台，“国六”标准商品全
系覆盖，同时，还成立了5大区域和后市场
事业部，打造出了“整车+后市场”一体化的
销售模式。

在东风人奋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失
去的产量和市场抢回来”的共识下，重启
的东风公司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
度”。4月份，公司新车销量达到24.42万
辆，同比增长 8.3%，而 5月份销量更是突
破31.76万辆，同比增长16.6%。这家与共
和国共同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老国企，在
疫情中再次展现出“攻坚克难，化危为机”
的担当与韧性。

打开创新突破口

5月11日，一辆无人驾驶的东风集装箱
卡车，从厦门远海码头前沿行驶至经一路，
自动避让障碍驶入F1堆场，随后与轮胎吊
精准对位、堆场落箱等系列操作，顺利完成
装卸船作业流程。

当天，东风公司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
行“5G+无人驾驶赋能智慧港口”云发布会，
完成东风商用车5G智慧码头全业务场景现
场验收。这是国家提出加强“新基建”政策
以来，我国首个“5G+无人驾驶赋能智慧港
口”示范项目正式落成，也是东风公司在“新
基建”商业模式上的新探索。

“‘新基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
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技术，
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
基础设施体系。”竺延风认为，“国家加强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将加速推进汽车产业和交通
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这为恢复汽车市场
活力和创新发展赢得了难得的机遇。”

今年年初，国家发布《智能汽车创新发
展战略》并明确指出，“智能汽车已成为汽车
强国的战略选择”。竺延风表示，东风公司
要在技术方面“更快于”国家规划要求，要加
快汽车产业智能化应用，加快探索既能广泛
满足客户需求，又能最大程度适应行业管理
规范及政策法规的商业模式。比如，加快研
发和推广无人配送车辆，破解物流配送“最
后一公里”难题。

6月12日，由东风公司技术中心自主开
发的国内首款L4级5G自动驾驶汽车——
东风Sharing-VAN 1.0 Plus在东风公
司技术中心产品工程部试制线量产下线。
据东风公司副总工程师、东风公司技术中心
主任谈民强介绍，首批共6辆东风Sharing-

VAN 1.0 Plus将驶向位于山东省青岛
市的国家海洋实验室，在智能园区进行载人
摆渡、运送物品等运营活动。截至目前，东
风Sharing-VAN 1.0 Plus，已经收到70
多辆新车订单，涉及无人微公交、无人物流
车、清扫消杀车等多个车型。

据了解，在智能网联方面，目前东风公
司以场景驱动为出发点，已形成渐进式与跨
越式相结合的发展路径。“To C车辆采用渐
进式，L2+级自动驾驶产品已量产；To B商
业运营车辆采用跨越式，向L4级自动驾驶
发展，已完成 5G+无人驾驶港口集卡、
Sharing-VAN移动出行平台、无人驾驶工
程车、环卫车、物流车等开发，部分产品在全
国多地示范运行，其他产品在测试优化，一
旦具备商业化条件，就第一时间推向市场。”
东风公司副总经理尤峥透露，今年公司将发
布5G+V2X量产车辆，上线集团网联汽车
平台，并不断迭代人工智能车机系统，致力
在AI体验领域走在行业前列。

奋力实现“品牌向上”

5月6日，竺延风致h事业部全体员工
的一封内部信刷爆朋友圈。竺延风在信中
首次透露了关于h事业部的更多细节：

h事业部是东风公司为打造全新高端品
牌成立的新部门。按照计划，东风的新高端
品牌应在今年4月亮相，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而延后，但其在2020年正式推出的既定计
划不会改变。目前，h事业部拥有全新的组
织、全新的机制及全新的商业模式，并且是
一个更加年轻化的团队。全新高端品牌肩
负着东风品牌向上的重任，东风公司将集中
集团优势资源并努力将h品牌打造成为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引领者。

东风公司为何此时推出一个新的高端
品牌？“h就是很high，也有高端的意思，推

出h平台是想给东风新一代汽车人提供创
新创业的high平台。”竺延风解释，同时推
出h品牌也是东风公司换道新能源，实现产
品高端化，品牌向上的尝试。

同样作为央企，虽然东风公司汽车年销
量远超一汽，但由于集团内缺乏像奥迪一样

“走量”的高端产品和品牌，东风公司总体利
润并不高。当前，在“世界一流企业”愿景
下，打造自主高端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不
仅是东风公司上下和业内外的共识，更是东
风高质量发展必须迈过的“坎”。

“当然，新打造一个高端品牌，确实会面
临很大挑战。”但竺延风认为，“这也是一个
好的机会，一方面，汽车消费升级使得自主
品牌向上突破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品牌
路径的选择上，此次东风将高端品牌与新能
源汽车结合，契合当前汽车产业变革趋势。”

竺延风还告诉记者，h事业部将探索与
建立“成熟车企+造车新势力”的融合共创式
发展新模式，追求高效、创新、务实、扁平的
管理。“要把大家更加聚焦和期待的新势力
运营方式植入到传统的既有优势中，使它的
基础更稳固和雄厚，形成一个充满活力的，
既能融合传统管理规范优势，又能低成本、
高效、快速满足用户需求的新模式。”

支撑高端品牌的基础是产品和技术。
目前东风公司在新能源产品开发与基础技
术上，已有“583”新能源战略，即通过掌控5
项核心资源、开发8项关键技术、创新3项商
业模式，在商品竞争力、商业模式、市场占有
率和市场规模等方面，抢占新能源汽车制高
点。“这是一个长期规划，并且在不断完善。”
竺延风说，东风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布局较
早，2001年就成立了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以前我们在商用车业务上做的多
一些，现在已向乘用车领域转型，疫情后我
们将加快实施，顺应市场需求，向更多用户
推出更好产品与服务”。

近年来，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挥能
源产业龙头带动作用，为产业链上下游中小
企业贡献数字化转型的“国网智慧”。

4月23日，天津置信有限公司复工第56
天。车间生产线上，机器人挥舞着灵活的机
械手臂，搬运、焊接、组装，一切都井然有序。

“从铁芯制作到成品组装，变压器制造
过程中的17道工序都集中在这个车间完
成，占用空间更小，产能却提升了21%。”面
对大幅提升的生产效率，天津置信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难以抑制心内的喜悦。

为天津置信生产线赋能的“神器”，正是
电工装备工业云网。它是国网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紧密结合电网企业属性及特征，充分
依托平台、资源、渠道、科技、数据等优势，打
造的新型工业互联网平台。

该平台涵盖“制造、电商、招采、工程、物
流、信用、金融”7大中心，紧密联系电工装备
生产制造侧和客户需求侧，积极推进信息共

享，破除信息壁垒，推进生产和服务资源优
化配置，为电力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数字化
转型提供重要的平台、技术支撑。

借助电工装备工业云网这一超级“数据
大脑”，天津置信生产、管理更加智能、高效。
生产方面，通过电工装备工业云网制造中心
的“精益生产”功能提升效率，生产全流程数
据都能够在APP上实时管理，充分挖掘现有
产能潜力；销售方面，通过电工装备工业云网
提供一条龙服务，降低成本，减少交易环节和
库存；售后方面，通过全面数据采集和AI分
析为客户提供实时、高效、智能化的设备监测
服务及运维服务，降低运维成本。

在国网新能源云助推之下，新能源产
业数字化转型也在提速。国网新能源云是
一个新能源数字经济平台，对内以“数字驱
动”方式实现新能源业务管理和服务全流
程贯通，对外为发电企业和广大客户提供
新能源规划、建设、消纳、交易、集控、运维

等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其通过数字化服务
报装、并网、结算全业务流程，提升效率
30%以上。

目前，该平台接入新能源场站55万余
座、装机2.3亿千瓦，接入抽水蓄能电站21
座、1979万千瓦，服务新能源行业装备制
造、系统集成、电站运营、运维服务等上下游
企业5000余家，带动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
大中小企业近10万家协同发展。

重庆硕远科技有限公司是国网商城一
家从事电力设备带电检测的供应商。“我们
最早是在电缆管理系统和综合监控系统领
域开始了数字化转型，但这类项目完工后才
结算款项，导致公司垫金比例高。公司资金
缺口在500万元左右。”公司财务总监陈丹
告诉记者。

当陈丹得知国网电商公司能为国网商
城入驻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时，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在线提交了申请。“当天上午申请，下

午1000万元贷款就到账了，太方便了。”
快速放款的背后，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

科技领域的深化应用。“供应商的历史交易
额、履约记录、生产情况等关键信息均通过
区块链技术存证，在链可查，有效降低金融
机构放款风险。”国网区块链科技公司负责
人王栋说。

据介绍，国网电商公司基于区块链技术
研发的供应链金融服务产品，实现确权融
资，订单、应收应付账款、票据融资，债权转
让等功能，减少了协议面签、柜面审核、提供
抵押物等程序，企业融资时间缩短40%，成
本降低21%。

“作为国家电网推进数字化转型，探索
新业态、新模式的重要载体，我们将充分利
用平台资源优势，奋力抢抓新机遇，推出新
产品、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打造能源数
字经济新引擎。”国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杨东伟表示。

无人驾驶的东风集装箱卡车在厦门远海码头执行装卸船作业流程。 车 夫摄（中经视觉）

当地时间6月9日，欧盟官网对外发布信息，四川瑞宝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对欧盟出口明胶的注册登记资
格，标志着该公司明胶产品正式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通行
证”，这是自2012年中国明胶产品退出欧盟市场以来，中西部
地区首家获得该项资格的明胶生产企业。

四川瑞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高品质
食品级、药用级胶囊用明胶及明胶衍生物产业化生产的民营
企业，骨制明胶产量位列全国前茅，其产品除大量供应国内食
品保健品、药品厂家用作胶囊原料出口外，还先后开拓了美
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等海外市场。

2012年，欧盟将中国明胶企业从允许向欧盟出口明胶的
“第三方企业名单”中去除，且暂不接受中国明胶企业新增注
册申请。根据欧盟相关法规，我国食品保健品以及药品厂商
要保住这个庞大的市场，只能从欧盟或者其他被允许的第三
国进口明胶作为原料，其成品才能销往欧盟，导致产业链供应
链成本大幅攀升，相关产品失去竞争优势。

困境之下，海关携手企业开启了一场“破冰之旅”。
2017年初，成都海关所属德阳海关了解到企业对欧盟出

口意向后，主动约请相关专家成立帮扶小组，通过调研、走访
等方式，指导企业准备相关材料，在海关总署的沟通协调下，
于当年6月向世贸组织提交了特别贸易关注。经过4个多月
的双边磋商，欧盟答复同意“第三方供货国名单中增加中
国”。至此，我国明胶产品输欧取得重大进展。

经过不懈努力，四川瑞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先后通
过了美国国家卫生基金会（NSF）的GMP认证和欧洲药品质
量管理局（EDQM）的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审核，具备了对欧
盟推荐注册的有利条件。2019年9月，该企业顺利通过成都
海关现场评审，今年6月9日，欧盟官网发布信息，该企业正
式获得欧盟注册，“破冰之旅”尘埃落定。

“在德阳海关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完全符合欧盟检验检
疫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按照欧盟标准完成了技术改造和
硬件升级。”四川瑞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廖兴祥坦
言，顺利通过欧盟注册不仅有助于企业直接对欧盟出口，还帮
助了长期合作的下游企业将产品销往欧盟市场。

6月10日，四川瑞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拿到江苏
某公司输欧药用胶囊的600余吨原料订单，欧盟注册利好效
应已初步显现。

如果要问现在什么最火，那一定就是“直播带货”了。近
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电子）旗下元
器件电商中电港艾矽易首创“直播买货”，以采购方身份用真
实的电子元器件需求向供应商抛出橄榄枝，供应商在直播中
按规则竞标报价，在芯淘淘网站完成交易。据了解，整场直播
共收到400余条评论报价，采购金额300余万元。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直播前中电港艾矽易进行了周密的
策划和宣传推广。活动现场来自原厂、分销商、贸易商、终端
厂商近千人参与直播互动，体验新兴元器件买卖方式，获得良
好的体验和满意的结果。

在直播过程中，中电港艾矽易在公平、透明的交易环境
下，将买卖双方汇聚在一起，高效快捷完成交易。采购经理分
10次列出物料清单，当物料亮相后，参与活动的商家开始提
出报价，以最先报价等于或者小于目标价格的商家获得订单。

在疫情冲击全球的情况下，半导体产业链原有的供需平
衡被破坏。中电港艾矽易充分利用自身电商平台优势，加快
元器件需求的传递和信息共享，提高了产业上下游需求和供
应的能见度。

据了解，从2019年7月开始，中电港艾矽易就开通直播
和在线研讨会，积累了大量行业用户。“此次借助视频直播的
形式买货，一方面可以满足自身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
通过高效交易提振整个元器件行业的信心。”中电港艾矽易相
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年采购量达10亿元，“未来将会长期举办
下去，做到每月一场。”

买卖双方高效快捷完成交易

“直播买货”尝到甜头
本报记者 祝君壁

加紧生产补上疫情损失

近日，位于江西崇仁县的江西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装备生产线上，工作人员正在绕线作业。当地积极引导
各企业主动创新，紧贴客户需求，开展项目研发，把疫情造成
的损失夺回来。今年1至5月份，该县变电设备产业市场销售
量已追平去年同期。 朱 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