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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生物员工在甜菊糖精制生产线巡查晨光生物员工在甜菊糖精制生产线巡查。。 李卫国李卫国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上汽车享”停摆意味着什么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

公司营业收入为 10.12 亿元，实现利润 7805 万元，出口创汇

3655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7.2%、28.7%和11%。

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晨光生物仍然交出了一份令

人满意的成绩单。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卢庆国说：“在危机发生的同时，也会伴随着新机遇的

出现。只有善于掌握先机，化危为机，才能在局势变换中开新

局。从一年多的实践来看，晨光生物还真是抓住了机遇，开创

了新局。”

防疫生产两不误

位于河北邯郸市曲周县的晨光生物红辣素精制车间里，

数十台精制设备组成的生产线顺序排列，正加紧生产。正在

盯着显示屏指挥生产的车间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冠肺炎疫情

让全球产品供应链条发生了变化，一些国家生活必需品因为

企业停产而短缺，而我国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国内企业迎来开

拓市场的机会。晨光生物的生产任务越来越重，每天都是 24

小时连班生产，日平均加工红辣素 50 吨依然供不应求，目前

企业产品基本都是预订销售。”

近一年多来，加班加点赶工生产已成为晨光生物集团各

个生产车间的常态。

晨光生物是世界天然色素行业领军企业、国际重要植物

提取物供应商。卢庆国介绍，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产品从单

一的辣椒红色素，发展到天然色素、天然香辛料和精油、天然

甜味剂、油脂和蛋白等多个系列产品。其中，辣椒红色素、辣

椒精、叶黄素产销量在世界领先。

与其他企业一样，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晨

光生物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公司生产的天然色素、天然香辛

料等产品是食品产业链的上游产品；棉籽蛋白是饲料原料，

养殖户每天都在消耗；棉籽壳是菌类的培养基，涉及“菜篮

子”工程，这些产品都不能断供，必须做好疫情防控和企业生

产两不误。

晨光生物积极协调有关部门采取防护措施，在保证全厂

职工安全的同时，昼夜赶工生产群众生产生活必需物资。

在晨光生物总部一间远程指挥室内，记者看到该厂工程

技术人员刘瑞涛正在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向晨光生物印度工厂

下达各种生产指令，员工则按照指令进行落实。据刘瑞涛介

绍，印度是全球辣椒的主产地，晨光生物印度子公司正是采用

当地高辣度辣椒生产辣椒精。由于疫情影响，晨光生物将每

年派到该厂指挥管理的 20名员工缩减到 2人。为此，集团总

部成立了后方支援中心，每天 24 小时有人值班，把生产流程

及指挥方案翻译成英文，通过视频远程培训并进行指导。今

年 3月份，印度子公司新投产的一套设备一次带料试车成功，

产出第一桶红辣素。经过不断摸索和提升，产品获得率从

88%上升到 99%。不仅提取质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投料

量也由每天100吨提升到现在的每天300多吨。

创新扩能同步走

在河北曲周县蔡上村南一家养鸡场的鸡棚里，河北工程

大学的青年教师朱阵博士和他的两名助手在给蛋鸡喂饲料。

过去一些养殖户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使用抗生素，

造成肉蛋产品抗生素残留。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饲料生产企

业被禁止生产含有抗生素的商品饲料。该如何有效解决这个

问题？从植物中提取天然抗生素是最有效的方法。于是河北

工程大学与晨光生物组成联合攻关体，以晨光生物甜菊叶的

下脚料为原料，成功提取出CQA替代抗生素。这项世界上首

创的生物提取技术不仅为我国绿色养殖产业开辟了一条新

路，同时也给企业的“三废”利用开辟了一条新途径，有很好的

经济效益和市场前景。朱阵告诉记者，河北工程大学位于邯

郸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晨光生物新建的研发中心仅一路之

隔。晨光生物是植物提取行业的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单项

冠军，获得 230多项国家授权专利技术，取得了包括两项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 85 项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和奖励。

致力于科技创新的晨光生物，需要一大批高层次人才。河北

工程大学是省内重点大学，拥有雄厚生物师资力量和科研能

力，与晨光生物存在互补优势。双方于去年 7 月联合成立产

教融合基地，河北工程大学武耐英、李卫霞等 6位青年教师成

为入驻产教融合基地的第一批成员，现在已有十几位取得博

士学位的教师与晨光生物科研人员一起进行科技攻关。一年

多来，他们完成了 10 余项科技攻关。其中，青年教师杨甲甲

仅用 5 个月时间，就攻克了银杏内酯含量检测稳定性这一困

扰企业多年的技术难题。

“产业发展路上总会有波折，往往波峰和波谷不时交替出

现，把握好机遇，才能获得先机。在低谷时抢出的市场是最牢

固的市场。因此，越是在行业生存困难时期，越要抓紧战略性

产品的创新和扩能。”卢庆国告诉记者，去年以来，晨光生物加

大科研创新和生产扩能投入。科研创新上先后同河北工程大

学、河北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组成联合体，设立“开放性课题基

金”，先后完成了工业大麻提取物、迷迭香提取物、水飞蓟素提

取物等多个新产品的产业转化，完成银杏叶莽草酸、万寿菊有

机酸等项目生产中试，取得了从甜菊叶、万寿菊渣中提取

CQA、QG，从大蒜加工废水中提取大蒜油和大蒜多糖等数十

项高端科研成果，预计这些项目全部投产后，仅废物利用一项

就能将企业利润水平提高50%以上。

在生产扩能上，企业共投资 7.4亿元，先后在新疆、云

南、河北等地启动了 47 个新建改建项目。投资规模创历史

新高，全部投产后销售收入将提高 20%以上。其中焉耆晨光

技改项目投资上亿元将 3条萃取生产线合并，同时完成了精

制、调配生产线建设，实现了新疆地区辣椒产品一体化生

产，日加工辣椒颗粒能力由400吨提高到1000吨以上，年增

收4亿多元。

内外市场双丰收

“常主任，今天下午3点，我们公司又有3车印度红辣素到

货，请你安排工作人员过来做核酸检测，明天我们准备生产加

工，客户急着要货呢！”在晨光生物行政管理部，负责防疫工作

的业务主管韩德华正在和县市场管理局有关人员联系核酸检

测相关事宜。韩德华说：“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公司坚持的理

念，要始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产业的困难期，也是企业的洗牌期。”韩德华说，疫情期

间，货物流通不畅，不确定性增加，作为出口型企业，订舱、排

档、风控等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几倍。“由于时区不同，早上要

与日韩客户联系，中午要与中东、东亚客户沟通，下午要与欧

洲客户联系，晚上要与美国、墨西哥的客户沟通，每天工作时

间达十三四个小时。”国际业务部业务员贾晓飞说。

“沉着应对、合理调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贾晓飞说，疫

情造成全球性红辣素短缺。今年 4 月初，泰国一家国际知名

的调味制品公司急需一批红辣素，向晨光生物求购。那时，晨

光生物的货源已非常紧张，必须紧急从晨光海外工厂调运半

成品原料进行加工。但走传统航运路线从海外到天津港需要

20 天时间。经多方查询，公司找到一条快运航线，把原料航

运到深圳盐田港，再用汽车转运到工厂，虽运费比平常高了三

分之一，但只用了 7天。4月 14日，紧急调运的 34吨原料转运

到厂，当天就加工成成品，解了客商的燃眉之急。

正是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晨光生物产品销售在国际国

内市场节节攀升，2020年新产品胡椒油树脂一举打进国际市

场，销售同比增长 220%，新兴的保健食品销售同比增长

140%，主导产品辣椒红色素国内市场占有率从 70%增长到

80%，国际市场份额从 45%增长到 63％，花椒提取物在国内市

场销售份额大增，番茄红素、姜黄素等产品也实现了不同程度

的增长，实现了两个市场的双丰收。2020年晨光生物销售收

入 39.13 亿元，实现利润 2.68 亿元，出口创汇突破 1.5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19.84%、38.32%和46.75%。

晨光生物化危为机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李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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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今年 4 月份在深圳发布

“分布式云”以及“实时音视频”等

云上创新新品后，华为云近日在

上海举行的 TechWave 全球技术

峰会上又公布了一系列大数据、

人工智能新产品，引起行业高度

关注。尤其是峰会上发布的智能

流程机器人方案与城市智能中

枢，为智慧城市应用再添新场景。

事实上，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赋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是近年来的热门领

域，华为云作为头部企业，此次发

布 的 人 工 智 能 产 品 又 有 何 特

别呢？

“去年，华为全联接大会发布

了智能体技术参考架构，并与深

圳、上海等城市联合发布了城市

智能体，此次华为针对城市智能

体的核心——城市智能中枢作出

了专题发布。”华为 Cloud BU 副

总裁石冀琳说，城市智能中枢就

像人的大脑，控制着感知、认知与

行动，其核心架构是一平台三引

擎，即通过打造一个城市 AI开发

运营平台，提供全域感知引擎、知

识计算引擎、机器人引擎，实现对

城市状况的跨模态、跨部门协同

以及全域精准感知，助力智能化

城市治理和精准服务。

“其中，城市 AI 开发运营平

台面向于不同的城市、场景，以开

发套件的方式，低代码、零代码地

帮助城市构建某种应用的人工智

能能力。”华为云语音语义创新

Lab 主任袁晶表示，在 3 个引擎

中，全域感知引擎将通过多模态

方式帮助城市感知市民生活动态，以及城市建设动态；知识

计算引擎利用大规模图引擎、知识图谱、知识计算技术，帮

助实现对城市情况的全面分析；机器人引擎最重要的是构

建智能流程机器人方案，也是此次华为云发布的重要产品

之一，简单来说可以把该机器人方案看作华为为政企用户

打造的“数字员工”。

“我们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可以实

现财务、税务、IT、商务、采购、项目管理等复杂业务流程的

自动化，让数据流程机器人取代人工采集录入等重复性劳

动。”袁晶以 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机制为例，一般情况下，

看似简单的一通市民热线电话，背后需要大量网格员作为

支撑，但在城市智能中枢环境下，全域感知引擎将对一些道

路状况、噪音扰民等城市问题自动感知，并自动形成 AI 工

单，随后利用知识计算引擎分析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以及对应的处置部门，而后再利用机器人引擎中的智能流

程机器人继续推进问题解决进程，最终实现无感知解决城

市问题。袁晶介绍，华为云城市智能中枢目前已经在上海

市各区的12345市民热线开展智能化升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除了互联网行业以外，人工

智能在智慧城市、传统行业中的渗透率仍然不高，群众对人

工智能的体验感不强，智慧城市的提升空间很大。”袁晶说，

未来，要积极把城市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转化成人工智能可

以解决的问题，并将解决方案部署到实际的城市运行系统

中。“华为云的城市智能中枢也需要更多的合作伙伴加入合

作，共同推进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政务的智能化升级。”

上汽集团日前发布公告称，“鉴于上汽电

商平台车享网项目”平台开发投入模式发生

变化，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成本效益等因素

考虑，经审慎评估，公司拟终止上述项目。该

项目的停摆，意味着曾经风靡一时的汽车电

商“车享模式”以失败告终。

资料显示，车享网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正

式上线，注册资金 2亿元，系上汽集团投资打

造的中国汽车市场首个电商平台。按照创办

初衷，车享网主要是依托上汽集团旗下的各

大品牌及数千家经销商，切入整车电商交易，

在消费者完成网上购车后，将其吸引到养车、

行车等售后服务上，从而围绕着整个用车的

生命周期，打造出电商平台或者用车生态圈。

与汽车之家、易车网、天猫和京东等汽车

电商项目不同，车享网一上线就有快速获批

的车源、丰富的线下经销商渠道，以及集团层

面的各种资源支持，其风头远盖前者。特别

是在经过几轮融资后，人气更是飙升，在业界

享有汽车电商“一哥”的美誉。

然而，这个承载了“上汽独立电商平台

梦”的新物种，最终却没能活下来。有人说，

这与我国汽车流通市场“授权销售”机制有

关，即车企与授权 4S 店已形成绑定垄断关

系，就算号称能打破行业垄断的互联网也难

以有所作为。还有人说，这与上汽集团近年

来经营状况不太好有关。不断下滑的销量和

利润，倒逼上汽集团不得不“壮士断腕”。

这样的解释，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禁不

住推敲。问题的关键在于，经过多年探索，车

享网并没有找到创新的商业模式，盈利遥遥

无期。从前期的新车销售，到后期的汽车后

市场服务，车享网从一个烧钱的赛道，转向另

一个烧钱的赛道。看似光鲜的数据背后，隐

藏的是集团对其巨大亏损的补贴。如果一种

商业模式，不能让企业看到盈利前景，而只是

在烧钱赚人气，注定是走不下去的。

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卖新车并不怎么

挣钱，这早已成为业界公开的秘密。事实上，

在汽车电商切入整车销售这条赛道之前，已

很少有 4S店是按厂家指导价卖新车的，大多

是折价卖或赔本卖，少赚或赔的钱则用新车

贷款、保险、装饰等业务盈利来填补。如果这

些业务还补不了，4S店就再用售后服务赚的

钱来补。在这种模式下，车价基本上已无水

分可挤。汽车电商要与 4S 店竞争，就得烧

钱。无疑，这样的商业生态加剧了汽车电商

的经营难度。

更重要的是，目前汽车电商线下服务网

络无法匹配线上呈现的内容。对于汽车这一

高价值、多功能的产品，用户的体验尤为重

要。买一辆车，不可能在网上看到几张图片、

一个视频就断然出手。特别是当下汽车体验

式营销十分流行，网上根本无法体验。此外，

汽车电商还不具备交付能力，消费者仍要通

过线下店提车。事实上，汽车 4S店从来都不

只是单纯卖车的，它为顾客提供选车、买车、

上牌、保养、维修、二手车置换、过户等一系列

服务，而这一系列服务，是无法在网络上实

现的。

既然如此，汽车电商是不是完全没有机

会呢？倒也不尽然，关键在于汽车电商能否

实现线上和线下的高度融合，为消费者创造

新的价值，提升用户体验。要看到，随着新零

售时代到来，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下单，然后

到 4S店或者线下体验中心试车，再由线下的

4S店或其他服务商提供交车、维修全方位服

务。这样一种全新销售模式，比拼的将不再

仅仅是价格，而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体系

服务能力。如果经营得法，其对以 4S店为主

的传统营销服务模式进行再造或颠覆，也不

是没有可能。毕竟，现在 4S 店也是问题一

大堆。

华为云在上海 TechWave 全球技术峰会上展

示的华为系列超大规模预训练模型——华为云盘

古大模型。 本报记者 李 景摄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拟对持

有的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

至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20 日，债务人在我公司债务本息共计

75408.86 万元，其中本金余额为 49244.34 万元，利息合计为

26164.52万元。贷款方式为质押+保证，质押物为应收账款；

保证人为珠海秦发物流有限公司、秦皇岛秦发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

平鲁区华美奥冯西煤业有限公司、徐吉华、王桂敏、徐达、邓

冰晶，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

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债务重组、挂牌转让、拍卖、

债务追偿或其他处置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

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1 年 6 月 25 日至 2021 年 7

月22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

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孟经理 王经理

联系电话：0351-6817825、0351-6817813

传真：0351-6199958

通信地址：太原市迎泽西大街16号

邮政编码：03002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梁经理

联系电话：0351-681785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21年6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对
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