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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发集团工人正在调试笔芯装配设备。 （资料图片）

不要浪费芯片断供危机

汽车芯片断供危机仍在蔓延。日前，有

消息称一汽—大众今年第二季度将因芯片

短缺而减产 30%。而在全球范围内，福特、通

用、本田等企业均因芯片断供不得不短期关

闭旗下部分工厂。有关机构预计，今年全球

因芯片短缺减产车辆将增至400万辆。

芯片断供危机不仅影响当前整车企业

的生产，延长其产品交付周期，而且已开始

冲击上游供应链。比如，瑞萨电子、恩智浦、

意法半导体等芯片制造商近期纷纷发布产

品价格上涨通知，这将使得整车制造商处境

更加艰难，利润空间亦进一步承压。

虽然此次芯片断供危机是全球汽车共

同面临的问题，但对各国影响程度不尽相

同。从产业链供应链来看，我国汽车产销规

模占全球市场 30%以上，国内 90%的汽车芯

片依赖国外进口。这意味着，我国汽车芯片

产业链供应链并不安全，随时面临被“卡脖

子”风险。

更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汽车智能化和电

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车用芯片的装机量将倍

增。有数据显示，传统燃油车单车用芯片数

量约 700 颗，而纯电动汽车单车用芯片数量

将达到 1100 多颗。今后汽车最具有价值的

将不再是传统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而是操作

系统和芯片。因此，引导和整合行业各方力

量，加快推动车规级芯片产业发展，不仅有

利于保障我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

可控，而且对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高质

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事实上，缺“芯”之痛给全球汽车业带来

打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各国从战

略上更加重视芯片产业发展。据报道，目前

韩国已公布“实现综合半导体强国目标”战

略规划。日本也在制定芯片产业投资规划，

拟设总额2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8亿元）

的投资基金，重点扶持日本国内尖端芯片研

发生产。欧盟计划投资 500 亿欧元（约合人

民币 3918 亿元）用于补助和支持芯片企业

发展。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永远不要浪

费一场危机。”此次芯片断供危机是一面镜

子，也让我们看清了自身在产业链供应链上

的短板。我们应该深刻反思，找出其中问题

与原因，采取有效对策，及时“补链”“强链”。

颇为尴尬的是，目前全球范围内汽车芯

片在半导体产业中的占比不足 10%，但半导

体行业对加大汽车芯片生产的积极性并不

太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汽车芯片生

产投入周期长、导入难度大、收益率较低。

这样的解释固然有其道理，但凡事也要辩证

看。与手机芯片相比，其实多数汽车芯片所

需实为 28纳米设计制造技术，这并不是特别

难以达到的制程。如果我们的芯片研发和

生产企业能强化科技攻关力量，在产品适

温、耐压等可靠性方面加以提升，以中国汽

车市场之大，将形成规模化应用，成本定会

不断降低，效益亦会随之改善。

当前，吉利、东风、长安、上汽等有实力

的整车企业，已开始独立或者联手合作伙伴

投资芯片设计制造和软件设计企业，并将其

视为从制造企业向科技企业转变的重大标

志，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尽管从汽车

芯片企业格局来看，目前全球前 20大汽车芯

片厂商中，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的芯片厂

商仍旧占据垄断地位，国产芯片厂商仅有一

席之地。不过，差距是压力，也是动力，更是

潜力。我们的芯片企业理应保持战略清醒，

没必要因为计较眼前蝇头微利，而错失在该

领域做大做强的机遇。

科技创新的梦想是星辰大海，而不仅仅

是社区团购和街头小贩。可以说，当前我国

的互联网巨头比其他企业更有条件借助资

本平台整合各方力量，通过加强芯片设计和

制造上的布局，强化国家在芯片上的战略科

技力量。退一步讲，芯片企业并不是不能赚

大钱，只是对于投入不能急功近利，需要在

长周期视野下赢得技术变革带来的更大收

益。台积电之所以能在产业链上成长为“不

可替代性”的巨头，赢得“甩别人几条街”的

高利润率，是因为其在芯片制造赛道上的战

略定力与技术积累，这很值得深思。

当然，不要浪费芯片断供危机带来的

机遇，也不等于鼓励企业一哄而上。从行业

层面来看，相关部门也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科

学布局，既要引导相关企业对近期可能断供

的芯片围绕重点产品、重点环节，开展重点

攻关突破，也要着眼于长远布局，特别是要

推动汽车产业与芯片产业紧密联合，引导企

业共同攻克车规级芯片设计、工艺封装、评

测认证、集成应用、标准制定等关键核心共

性技术，打造自主安全可控、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芯片全产业链。

贝发集团贝发集团：：一支笔舞起一条链一支笔舞起一条链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李 平

今年以来，文具行业主要原材料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近

40%，行业整体成本上涨 29%以上，贝发集团生产经营压力陡

增。与此同时，国际物流运输需求集中释放，导致运价快速上

涨，贝发集团出口运输成本上涨3倍至4倍。

面对严峻挑战，贝发集团上下加强管理，提高劳动效率，

努力把原料成本和物流成本的影响降到最低。2021 年一季

度，贝发集团实现出口增长133%。

精心打造自主品牌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贝发集团以制笔起家，是目前国内

文具行业的龙头企业。贝发集团整合产业链、供应链，形成

“一支笔、一条链、一个平台”的创新发展战略。如今，贝发集

团拥有 3274家供应链服务企业，直接带动浙江省内 1638家中

小企业、关联企业销售收入18亿元，间接带动150亿元产业规

模，新增产业链就业岗位1万个以上。

贝发集团在近 30 年间累计产销超过 200 亿支，其中不乏

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可如今处于数字互联网时代，社

会各界的用笔量都在减少，传统制笔市场已不具备大的增

量。如果继续依赖传统的发展路径，企业无疑已触碰到发展

的天花板。

去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贝发集团大力开拓

国内市场，对笔进行了重新定义：笔要尽力满足消费者的个性

价值主张，同时契合消费升级的需求。

n9 品牌是贝发集团为进军国内中高端文具市场精心打

造的自主品牌，流线型设计突破了钢笔传统的圆柱造型，兼具

美观和动感，受到消费者青睐。两年间，n9 品牌推出 15 个系

列 30多款产品，几乎款款走红，累计销售 200万支，总销售额

超过4000万元。

如今，贝发集团尝试为文具产品赋予更多的文化和创意

内涵，研发出人工智能笔、食品级墨水马克笔、高端文创礼品

笔，还研究出健康护眼灯、人体工学桌椅等诸多品类，用文化

和创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对“笔”重新定义取得成功，得益于贝发集团近年来在工

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方面取得的成功探索。公司通过信

息化把生产经营，创意设计及研发，制造和采购供应链，数百

个经营核算单位，以及经销商、代理商、合作商直至客户和用

户都整合起来。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将其概括为：所有的

事情都标准化、流程化、模块化。这样不仅能在产品制造层面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而且为个性化设计制造提供了基础。工

业化在信息化的助力下，“一支笔”闯出新天地，彻底打破了行

业发展的天花板。

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

“市场要靠大家一起做起来”是邱智铭常说的一句话。贝

发集团依托文创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这一浙江省级平台，在

技术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方面，与 3000多家上下游中

小企业展开全方位合作，实现资源共享、抱团发展。

贝发集团利用多年从事外贸生产积累的柔性制造和快速

定制技术，向产业链伙伴企业提供了从研发设计到开模制造、

产品检测等一条龙服务。贝发集团仅用 5 天时间，就能把一

个“天马行空”的创意完善成为标准化的产品并推向市场，从

而大幅减少了中小企业产品更新的时间和成本，提升了竞争

力。截至目前，贝发集团已为 600 多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技术

服务，成效明显。

浙江武义隆顺工贸公司是一家生产白板等办公用品的小

企业。在贝发集团“网上直播间”，企业产品被欧洲大型零售

商LIDL看到。为了让该公司顺利接单，贝发集团为其提供供

应链融资信贷，并帮助添置设备、原材料等，还派出专业团队

上门进行指导。接到客户汇来的 600 万元货款，隆顺工贸公

司负责人王敏高兴地告诉记者：“以前，我们这样的小企业很

难被大采购商发现，多亏贝发集团伸出援手，解了企业燃眉之

急。”如今，在贝发集团的帮助下，浙江一批中小文具企业正

在快速成长为“专”而“精”的特色制造企业。今年以来，贝

发集团文具产业链伙伴企业实现销售总额约 9.67 亿元，同

比增长 219%。

随着供应链的建立及壮大，企业在实现抱团发展的同时，

也充分发挥出龙头企业以大带小、以强扶弱的作用。邱智铭

说，企业的发展不仅要利己也要利他，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搭建数字化营销平台

邱智铭说，“如今，企业家的思维要从制造思维走向市场

思维，从产业思维走向场景思维，践行面向用户的价值主张。

这就要求企业在细分市场里挖出新需求，才能发现新市场”。

从制笔走向文创，从制造迈向智造，从产业链到文创产业

互联网平台，贝发集团用了 10 年时间来探索。2018 年，贝发

集团开始搭建数字化供应链全网营销平台，以用户价值主张

为导向，通过构建人、货、场互动的数字化营销平台，打通线上

线下、连通国内外，为文创产业链供应链各端提供千人千面的

解决方案，满足广大消费者的多样化追求。

贝发集团打造的文创产业互联网平台，注重两翼赋能，即

数字赋能与科技赋能。数字赋能就是支持数字化在线定制，

实现个性化定制的标准化、流程化、柔性化生产，再加上互联

网的运用，产品制作将变得更加精准精细。科技赋能则是构

建营销场景的重要保障。贝发集团推出智慧健康文教解决方

案，为用户提供场景定制方案。邱智铭说，打造两翼赋能的平

台，大大拓展了客户群体。贝发集团研发生产的诸多品类产

品，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欢迎。

贝发集团的创新发展战略，也使企业的发展驶上快车

道。2020年全年贝发集团实现了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86.66%，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4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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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用 30 个月全球用户数就

超过 10亿；在多个新兴市场国家

登顶“国民应用”——这样的成长

速度令人惊叹。乘着移动互联网

发展的东风，中国互联网公司茄

子科技在海外站上了潮头。

茄 子 科 技 旗 下 主 要 产 品

SHAREit 在发展之初是一款手

机近场传输工具，在网络传输速

度较差、流量资费较高的场景里，

SHAREit 能够解决手机之间信

息传输的问题，因此在国内的安

卓手机用户中拥有了一定的知名

度。2015 年，随着新兴市场智能

手机出货量的快速增长，新的蓝

海逐步形成，茄子科技开始全面

出海。

这样一款解决细小问题的

APP 是如何在出海后大获成功

的？茄子科技合伙人王超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从 2015 年到 2018

年，新兴市场出现了“一快一慢”

的特征。“当时印度、印度尼西亚

等国智能手机销售增速非常快，

但网络速度却非常慢。像 SHA-

REit 这样不需要网络流量也能

传输图片、音乐和游戏的‘神奇应

用’瞬间火了起来。”

在新兴市场获得成功后，茄

子科技开始思考企业长期发展的

问题。作为“隐形冠军”，茄子科

技有不断做大做强的愿景和使

命。“SHAREit 在扮演好信息传

输‘高速公路’角色的基础上，如

何根据当地用户的网络情况进行

升级，让这条路更宽阔，为用户提

供更多优质的服务，是我们需要

解决的问题。”王超说。

王超介绍，2017 年底，茄子

科技开始从纯粹的传输工具向内

容平台转型，公司决定围绕“数字

内容”把平台做大，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 APP，包括在线短

视频、在线音乐、在线游戏等，将 SHAREit打造成内容服务

平台。

集合了应用服务、内容服务功能之后，茄子科技已经具

备了帮助更多互联网企业出海的能力。“我们发现越来越多

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寻求全球化增长，但新兴市场的接入

条件有限，无法高效高质地为用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王超

表示，从去年开始，茄子科技通过深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帮助中国企业更加精准地寻找目标用户群，降低企业推

广成本和经营风险。

目前，茄子科技多元化产品矩阵全球累计安装用户

数近 24 亿，涵盖 45 种语言。此外，SHAREit 正逐步成为

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俄语地区等新兴市场的“国民

应用”。

谈及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王超认为，一家真正

的全球化公司，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区域都做

到足够的本地化。茄子科技在出海之初，缺乏与国外用户

直接沟通的渠道，我们就安排了专门的团队，每天用英

语、印尼语、阿拉伯语等各种本地语言回复用户评论。我

们还通过研究不同国家的用户习惯，以及当地的节日、民

俗、风土人情等，设计更有趣的活动，增强用户黏性。除

了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化，公司内部组织管理的国际化同样

重要。

谈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王超说：“这个行业的全球化

完全由市场驱动，发展太快了，很难准确给出一个数字，

但肯定是呈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种增长会发生在整个中

国新经济出海领域，将成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

一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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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广安门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29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09月04日
邮编：100055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19号1层1-101、2层2-302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2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5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30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02月13日
邮编：100026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号蓝堡北区写字楼101、102、103号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24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永丰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自贸试验区永丰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931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6月12日
邮编：100094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2号楼01层2单元108、109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2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
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
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现予以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外滩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57
许可证流水号：00717238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84号1楼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07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康河郦景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28
许可证流水号：00717243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9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石西路239号附32、33、34号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13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新谷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717254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2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成汉南路63、65号
发证日期：2021年05月20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