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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机收损耗 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 吉蕾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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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粮生产势头良好，冬小麦面积扭

转连续 4年下滑势头，增加了 300多万亩。目

前，西南地区小麦已收获过半，增产趋势明

显；黄淮海小麦主产区即将大面积收获，大规

模机收即将拉开序幕。

“夏粮是全年粮食收获的第一季，小麦机

收是夺取夏粮丰收的临门一脚、收官之战。

要扎实做好小麦机收，确保丰收到手。”在日

前召开的2021年“三夏”小麦机收暨粮食作物

机收减损工作视频会议上，中央农办主任，农

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介绍，当前，

我国小麦、水稻、玉米机收水平已分别达到

97%、94%和78%。据测算，如果能把小麦机收

损失降低 1 个百分点，就能挽回粮食 25 亿斤

以上，潜力非常可观。

在耕地资源有限、增加播种面积十分困

难的条件下，降低机收损耗就是增加粮食产

量。唐仁健表示，要努力在机收减损上挖潜

力、做文章，持续提升农机技术管理水平，减

少损耗，努力夺取夏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粮食作物机收损耗与机具性能及作业

质量密切相关。”唐仁健介绍，农业机械不耐

用、收获时机不恰当、农机手操作不规范、作

业条件不适宜是导致损失率偏高的主要因

素。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从今年夏收开始，及

早谋划部署，采取针对性举措，千方百计努力

减少机收环节粮食损失。

一方面，要强化作业管理和宣传培训。

作业要规范，标准是前提。机收损失标准已

经比较完善，但“重制定、轻应用”的问题还不

同程度存在。要利用好各种传播渠道，加强

标准宣教，推动按标、按规作业。引导供需双

方把作业质量要求列入作业合同，严把质量、

严控损失。

另一方面，要强化技术指导和组织调

度。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引导农户和农机手

选择合适机具及适宜割期，避免增加损失。

同时，要组织技术人员开展巡回指导，帮助农

机手正确调整机具状态。针对作物因灾倒伏

的特殊情况，迅速调度适用机具支援抢收，力

争将损失降到最低。

此外，还要强化农机研发和推广应用。

机收减损，机具质量是关键。要强化农机试

验鉴定监管，倒逼企业提升质量。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鼓励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研究开

发高效低损收获机械。将粮食烘干成套设施

设备纳入新产品补贴试点范围，增强产地烘

干能力，降低烘干成本，促进适期收获，进一

步减少生产损耗，实现颗粒归仓。

“小麦适收期只有 3 天至 5 天，如果收获

不及时，不仅造成产量损失，也会影响下茬作

物播种。”唐仁健表示，要用30天左右时间，把

3.35 亿亩小麦收获到手，再把夏玉米适期播

种下去，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充分发挥农机

主力军作用，抢农时、增效率、夺丰收。

“三夏”期间天气变化快，生产时间紧，

“麦收时节停一停，风吹雨打一场空”，“龙口

夺粮”的任务十分艰巨。据气象部门预测，今

年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 5月下旬到 6月

底，黄淮海地区暴雨洪涝等灾害天气可能偏

重发生。

面对“三夏”气象灾害风险，唐仁健提出，

要充分发挥机收速度快、效率高的优势，加速

夏粮收获进程。极端天气预警后，要迅速调

集机械集中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从前期调度情况看，今年投入“三夏”麦收的

联合收割机将超过 60 万台，其中跨区作业的

25万台。

国 产 3C 融 合 传 统 与 时 尚

互联网企业如今也面临如何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大课题。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互联网企业正在积极布局，主动

“适老”，这一战略急在眼前，利

在长远。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联想集

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小米

集团董事长雷军及百度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等多位来自互

联网企业的代表委员专门就智能

设备适老化改造建言献策。近

日，网约车平台滴滴开展“全国

智慧助老公益行动”，在全国 15

个城市招募、培训两万名老年志

愿者，帮助至少 20 万名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滴滴的转变，代

表了互联网企业的新风向。

智能技术正在渗透人们日常

生活，加剧了老年人融入数字生

活的困难与挑战。很多行业的智

能应用尚未充分考虑老年人实际

操作能力，比如在线挂号、移动

支付、扫码点餐、网约车出行

等。值得关注的是，老年人安全

上网和防骗意识薄弱，面对复杂

的网络环境，容易成为电信诈骗

的对象。

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

逐步凸显，但从市场层面看，适老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

足而需求旺盛。一个很直接的案例就是，自年初各主要

出行平台开通老年人“一键叫车”功能后，短短数月已

累计完成老年人乘客订单达300余万次。

“适老”不只是公益，也是生意，老年人口的消费

潜力不容忽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老龄

产业发展报告》 显示，2014 年到 2050 年，我国老年人

口的消费规模将从 4 万亿元增长到 106 万亿元左右，适

老化带来的就业、创新、投资等机遇为全社会所共享，

能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互联网企业适老化改造市场潜

力巨大，也是拉动内需的一个重要途径。

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融入数字社会，关系未来社

会治理与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去年以

来，多个部门密集推出鼓励政策、开展专项行动，对

互联网应用和老年人居家住宅等进行适老化改造。迎

接“银发潮”，顶层设计见真章，相关企业应主动把握

市场机遇——我国已有 2.6 亿多老年人，这是多大的一

块蛋糕啊！

全面提升智能技术、产品与服务的适老性，让信息无

障碍，才能让老年人拥抱数字时代。互联网应用的适老

化，绝非仅仅调大操作页面字体、调高音量这么简单。一

方面，要优先解决老年人网上预约、交通出行、智能扫码

等涉老高频服务事项，推动老年人生活应用场景的适老化

开发全面落地。另一方面，推动智能技术适老化场景与新

兴业态融合发展。引导技术适老化与智能家居、智慧社

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新兴业态融合发展，以产业引

导为抓手，牵引智能技术适老化的应用推广。

同时，要做好老年人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工作。提

高针对老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措施和水平，保障老

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与服务安全无忧。

多推出“适老”举措，做有温度的互联网企业，有

助于建立更加安全、稳定、舒适的老

年友好型社会，也能让企业的形象更

亲和，发展天地更广阔。

前不久，vivo S9系列手机与时尚芭莎跨界合作推出创拍，

将《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提到的 9种中华传统

色与9色渐变机身相结合，让年轻人直呼“潮得很中国”。

过去，国产数码产品往往与“廉价”“低端”“过时”等词汇联

系在一起，甚至在产品质量上也不能让消费者百分百放心。如

今，随着国产品牌快速发展，国产计算机、通信类及消费类电子

产品等 3C 产品早已融入“时尚”和“潮流”，而其作为传统文化

的时尚载体，更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向荣而生。

传统文化新载体

前不久，百度联合人民网研究院发布《2021国潮骄傲搜索

大数据》报告，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科技、文化等领域加速发展，

国潮搜索热度上涨超5倍，过去5年，中国品牌关注度全面反超

国外品牌。国货数码高居 2021 年十大国潮热搜话题榜第一

名，国潮已经在3C市场乘风破浪。

“国产电子产品物美价优，国产品牌已从过去的低价发展

成现在的高性价比、高品质，有些国产品牌的性能可以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同时，国货种类丰富、价格区间大，能满足不同消

费群体的特定需求。”赛迪智库电子信息研究所消费电子产业

研究室主任赵燕认为，随着年轻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越来越喜

爱，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让他们更倾向购买具有传统文化元素

的电子产品。

vivo S9 在工艺方面采用了双晶膜层工艺，让机身色彩效

果呈现出九色混彩渐变。看完这组创拍后，不少网友表示，“渐

变色很活泼，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也有一众网友给出了“新国

潮本潮”的评价。

vivo S9 系列产品公关经理邹蕾告诉记者，故宫文创、汉

服、传统曲艺等中国文化符号开始成为新潮流，“新国潮”已经

渗入年轻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推动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更多满足年轻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的产品与服务。

外观上匠心独运的文化设计是“新国潮”最亮眼的底色。

联想小新 Pro13s“锦绣前程”故宫文创版电脑，从故宫博物院藏

品中提取了海水江崖纹和梅兰竹菊的图案，以大红色为主色

调，打造出饱含中国风的国潮电脑；OPPO Enco X“竹韵”系

列降噪耳机采用竹叶绿的机身设计，气质清新淡雅；realme 真

我携手《国家宝藏》联合推出的国潮锦鲤手机真我 V15，其设计

灵感则来自中国传世名画古代绘画《洛神赋图》中的“文鱼”形

象，既象征着好运，又将传统文化渲染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国产 3C 品牌借助传统文化实现产品创新。祥

云、故宫、青花瓷等国潮元素叠加到数码产品，能满足年轻一代

‘不撞脸’的潮流化购物准则。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国潮

买单，也彰显了文化自信。”赵燕说。

制造能力是支撑

国潮受青睐，除了外观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外，更重要的是

产品背后不断升级的技术能力。以手机行业为例，百度给出的

数据显示，近 5 年，国产品牌高端手机关注度占比从 52%上升

至82%。

此外，5G、AI摄影、全面屏、快充等成为最受关注的国产手

机黑科技话题。“一款手机运行是否快速安全、电池续航是否

强大、屏幕观感是否舒服、日常拍照效果如何，这些硬指标

对消费者而言至关重要。”荣耀 Play 系列产品经理韦骁龙介

绍，日前发布的荣耀 Play5手机在快充技术上采用单电芯双回

路设计，与市面上其他手机提供的双电芯方案相比，能在保

证充电速度的同时减少电量损耗；5G省电技术令手机在使用

5G网络时的整体功耗降低47%。

良好的拍照表现也是年轻人选择手机的必看项，AI 摄影

功能让爱拍一族在社交平台秀出新潮流。微缝式柔光灯搭配

极夜人像算法，令极夜环境下的清晰自拍在 vivo S9上得以实

现；得益于运动场景 AI 算法，荣耀 Play5 能够识别镜头中出现

的运动场景，根据光线状态和运动情况，智能调整曝光和选帧

策略，怎么动都清晰……

正是技术与服务的快速进步，才让 vivo、华为、小米、荣耀、

OPPO 等国产品牌手机占据了中国手机市场的大半份额。根

据 Canalys 发布的数据报告，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

场出货量达 9240万台，同比增长 27%。其中 vivo以 23%的市场

份额排名第一，同比增长 79%，OPPO 以 22%的市场份额紧随

其后，之后依次是华为、小米。

“我国是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手机、计算

机等主要电子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国潮元素的注入，不

仅为电子产品的外观、功能设计提供更多想象空间，还会催生

更多原创性、颠覆性产品。”在赵燕看来，随着华为、小米等为代

表的国产品牌影响力逐步提升，“中国制造”正向“中国智造”

“中国创造”大步迈进。

苏宁易购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则认为，强大的制造能力引

领了国潮兴起，“我们在零售行业做了 30 多年，深刻感受到国

产品牌与国际品牌的博弈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目前在 3C

领域，国产品牌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这与我国制造能力的

崛起密不可分”。

线上渠道拓市场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王高看来，国潮的崛

起一方面依托于中国完整的产业集群和扎实的制造能力，另一

方面又恰逢电商与社交媒体的广泛覆盖。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0—2021 年中国国潮经济发展专题

研究报告》显示，分别有 62.0%及 55.2%的受访网民偏好从电商

平台和线上官网购买国潮商品，线上渠道特别是电商平台利用

其流量优势和交易属性，帮助国潮商家扩大消费市场。近年

来，直播电商等创新玩法，以及通过加大国潮活动推广力度，也

进一步扩大了国潮传播效果，电商平台已成为国潮电子产品最

重要的销售平台。

报告认为，目前“95后”与“00后”逐渐走向消费舞台中央，

年轻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更强，消费意愿更旺盛，他们拥有强

烈的自我表达诉求，更加具有文化理性，追求质量，热衷创意。

“国内消费主力群体出现了迭代，是不是国际大牌已不再

是新生代消费群体考虑的主要因素，个性、好玩、有颜值、有故

事等感性需求形成了他们的新消费观，而国潮品牌恰恰把握住

了新消费时代的红利。”王高对此抱有相同观点。

韦骁龙对年轻消费群体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看来，伴随着

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棱角分明、坚持自我，有强烈的个人

主张和关怀意识。为适应这一新需求，荣耀在产品设计时会侧

重体现年轻人的个性主张。

韦骁龙说，未来荣耀将继续深挖年轻人喜好，汲取时下最

流行的国潮元素，融合到产品设计当中，将文化与科技融合，为

年轻人打造与众不同的智能国潮手机。

□ 推动老年人生

活应用场景的适老

化开发全面落地。

□ 促进智能技术

适老场景与新兴业

态融合发展。

□ 做好老年人数

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工作。

□ 本报记者 李芃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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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由交易中心组织交易双方比较挂

牌保留价与意向受让方报价。若意向受让方报价高于或等于挂

牌保留价，则以意向受让方报价采取协议方式成交；若意向受让

方报价低于挂牌保留价，则不成交。挂牌公告期满或延长信息公

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选择网络

竞价（多次报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林先生 13509608533

祝先生 18682068887 卢女士 13823673061

项目编号：ZYQH21050003

项目名称：东莞市日发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及相关担保权益

转让底价：本项目设有保留价，意向受让方报名时须自行申

报意向收购价格

保证金：人民币 2000万元（挂牌期间内交纳，以挂牌截止日

17:00前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委托我中心公开挂牌转让“东莞市日发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及相

关担保权益”。标的所在地为东莞市，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1 年 3

月 20日，东莞市日发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人民币 164,200,000

元，利息人民币 38,016,231.78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元，债权本

息合计人民币202,221,231.78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参考,具

体金额以生效判决、借款合同或其他生效法律文件确认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

厦33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对江

苏中辰置业有限公司及江苏咸中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不良债权，

截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债权总额为 18,597.04 万元，其中本金

9,227.78 万元，重组宽限补偿金 9,278.37 万元，代垫费用 90.89

万元。担保措施为：盐城市威格尔机械有限公司、朱咸忠将持有

的江苏中辰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由朱咸忠

及配偶李苏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江苏中辰置业有限公

司开发的“帝景湾”楼盘项目提供在建工程抵押担保，抵押物面

积合计 30,904.10平方米，其中住宅 86套、商业 74套、地下车位

11,341.02平方米。

上述债权资产拟在阿里拍卖网站公开挂牌转让。挂牌底价

为13,829.57万元。

挂牌期限：2021年6月7日上午9时至上午11时止。

公开挂牌公告期、挂牌周期、交易规则、交易条件等具体信

息以阿里拍卖网站公示为准，意向投资人可登录网站查询。

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

联系电话：

阿里拍卖 石先生 1358817070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黄先生、杨先生 0431-89291606、8929129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雷女士 联系电话：0431-8929151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1年5月3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