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责编：邓梅 美编：鲁敏 ENTREPRENEURS' DAILY
关注2 Focuses

■ 新华

近日，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与蚂蚁金服

举行座谈会，共同聚焦品牌建设，双方将重点

围绕“移动支付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金

融科技助力小微企业”等方面的全球化推广

展开研究和合作。

会后，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陈亮在接受

新华网科技频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一家

科技创新型企业，蚂蚁金服正通过“技术+开
放”的方式，渗透智慧城市的方方面面，致力

于为百姓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同时赋能小微

企业，帮助其更好的获得金融服务。

帮助老百姓
享受到更好的科技服务

蚂蚁金服起步于 2004 年成立的支付

宝。2014 年 10 月，蚂蚁金服正式成立。作为

一家旨在为世界带来普惠金融服务的科技企

业，蚂蚁金服以“为世界带来更多平等的机

会”为使命，致力于通过科技创新能力，搭建

一个开放、共享的信用体系和金融服务平台，

为全球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安全、便捷的

普惠金融服务。

今年 6 月，蚂蚁金服完成新一轮总额达

140 亿美元的融资，创下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

私募股权融资纪录。

据蚂蚁金服介绍，14 年来，该集团打造了

一系列国民级产品，支付宝用户超过 7 亿，大

众理财产品余额宝用户超过 4 亿，网商银行

已经服务了超过 1100 万的小微企业，累计贷

款金额 1.8 万亿。

“这些成就背后都是科技的力量，从当年

的担保交易、快捷支付，到现在的刷脸支付、

区块链技术，很多人觉得蚂蚁金服有个‘金’

字，是一个金融企业，其实我们的核心是一个

科技型企业。”他称。

当前，我国正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数字

中国的建设。随着移动信息技术和大数据、人

工智能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未来经济

发展的最重要形式，并且与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

对此陈亮表示，“从支付宝诞生开始，我

们就希望通过技术的力量，帮助老百姓能够

享受到更好的金融服务，能够更好的帮助他

们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他介绍，蚂蚁金服通过“技术+开放”，合

作了大量生态伙伴，包括金融、政务、医疗健

康、小微商家、交通出行等多个领域。

他具体介绍，从做互联网支付开始，蚂蚁

金服首先帮助所有的用户实现在互联网上进

行电子商务，帮助了生活在不同地域、有着不

同文化的百姓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商品。今天，

中国的用户无论身何处地，都可以买到其他

地方的商品。这是蚂蚁金服的第一步。

其次，蚂蚁金服希望通过互联网来解决

老百姓生活中排队难、办事难的问题。2008 年

开始，蚂蚁金服开始与各地机构合作，2015
年，支付宝又推出了“城市服务”，已经渗透老

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人们足不出户便

可办理水电费缴纳、车辆违章查询、预约在线

挂号、出入境进度查询、结婚登记预约等服

务。如今，支付宝已在全国 367 个城市开通服

务。

第三，蚂蚁金服还希望通过移动互联网

帮助百姓出行更便捷。比如，用一部手机就可

以乘坐公交车、地铁、火车，而不需要再用零

钱来买票。

蚂蚁金服还通过芝麻信用推广了免押金

的方式，帮助中国近 6000 万用户享受到这一

服务，省去押金共计 500 亿元人民币。

此外，如今百姓对参与公益捐赠和环保

事业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蚂蚁森林让中国超

过 3.5 亿的用户通过比较简单的方式参与环

保事业，这些用户帮助中国很多荒漠化地区

种植树木已经超过了 5500万棵。目前，已有 7
亿笔爱心捐赠发生在支付宝上平台上，另有

几十万人在支付宝上登记了器官捐赠的相关

资料。

“我们希望，通过蚂蚁金服的技术与平

台，能够帮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更美好的

生活，帮助他们去实现更好的愿望。”陈亮称。

帮助小微企业
获得更好金融服务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小微企业的快速

成长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重要贡

献。陈亮表示，蚂蚁金服也注意到了小微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获得资

金比较困难。因此，蚂蚁金服从 2009 年开始，

把小微企业的发展作为助力中国实体经济发

展的重要一环。

据介绍，蚂蚁金服发起成立的网商银行

用技术和开放塑造了中国服务小微企业的普

惠金融模式。今年，蚂蚁金服宣布了“凡星计

划”，将面向行业全面开放“310”模式，“未来

三年，与 1000 家各类金融机构一起，共同为

3000 万小微经营者提供金融服务。”

与此同时，通过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

务，蚂蚁金服发现小微企业还有更多诉求，如

保险、信用、理财等服务，在蚂蚁金服的平台

上，这些服务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在手机

上快速获得。

陈亮表示，蚂蚁金服希望能够利用技术

与互联网平台，与金融机构一起，为小微企业

提供一整套其所需要的各类金融服务。

蚂蚁金服陈亮：
用科技让百姓享受到更美好的生活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冤9 月 6 日下午，

“河南省工商系统非公党建工作示范基地”

揭牌仪式在仰韶酒业党建文化展馆圆满举

行。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非公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个私协会秘书长胡

建杰，河北省个体私营企业党委副书记、协

会秘书长白通江，三门峡市工商局党组书

记、局长、非公党工委书记赵冶均，三门峡

市工商局党组成员、调研员、非工党工委副

书记李保民，仰韶酒业党委副书记、工会主

席张虎文等领导出席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在胡建杰一行和张虎文

的陪同下，白通江先后参观了仰韶酒业非

公党建展馆、陶藏馆、万吨恒温酒窖、各酿

造车间和仰韶酒文化博物馆，详细问询了

解了仰韶酒业近年来通过非公党建工作促

进企业生产经营、科研创新、质量管理、品

质升级、人才建设等方面的新颖办法和经

验举措。

白通江在参观过程中表示，此行从河

北到三门峡，目的是对标学习三门峡市非

公党建工作在服务个私经济发展方面的经

验做法。

■ 本报记者 李代广

“这个倾注了我近 20 年心血的项目，在

历经数百次反复实验、经过 5 次大的升级改

造后，终于获得了初步成功。”9 月 2 日下午，

在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个企

业总部大楼内，年逾八旬的老教授、郑州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原院长邓隐北告诉记者。

这个项目，就是先后获得了 5 项国家专

利的电动汽车用外转子双凸极永磁（DSPM）
轮毂电动机，邓隐北教授研制成功的 2 台

PMSM 轮毂电机，在经过近两年的实践运用

中，各项指标正常、性能良好，达到了节能、环

保、高效的目标。

邓隐北教授的工作助手、项目组成员、河

南汇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庆伟告诉

记者，电力驱动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轮毂

电机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创造性的将动力、

传动和制动装置整合到轮毂上，实现了新能

源汽车发动机、变速机构的一体化，既可减少

80%的传动部件，减轻 30%的自身重量，又可

极大程度提高电池能效，延长了续驶里程，是

一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

1937 年 6月出生的邓隐北教授，自 1961
年从华中理工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并于当

年参加工作以来，工作一直都围绕在电力科

技工作方面，正是这种专业、专注的工作态

度，使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科研论文

900 余篇，获得国家专利 50 余项。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邓隐北教授认为，

电力驱动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电力驱动

将解决新能源汽车成本、能耗、污染等问题，

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动机的支配下，邓隐

北教授从 1998 年开始，就开始了这个项目的

研究。

为了做好油电混合式轮毂电动汽车研

制，完成好设计、制作、融资、立项等等工作，

充分发挥好各类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作用，

他们成立了“油电混合式轮毂电动汽车研制

项目组”，邓隐北教授担任项目总技术负责

人。

他们先后到过湖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电机工程系、以及华科大的国

家重点电机实验室，还有首次将 DSPM（双凸

极永磁电机）应用于风力发电和汽车轮毂电

机的东南大学等全国知名高校（现均为国家

双一流大学，包括郑州大学）并和权威电机教

授一起进行调研、请教和讨论。提出了用

DSPM 这种独特的结构型式作为电动汽车用

于直接驱动的轮毂电动机。

他们与郑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齐歌博士

等对轮毂电机初步确定的设计方案进行了多

次的计算机仿真（模拟试验），结果显示，他们

的初步设计基本满足国家有关电动汽车运行

的指标要求或处于容许的指标范围以内。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热情推荐下，邓隐北

教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学

家论坛，会上将他们研究的“电动汽车用外转

子双凸极永磁轮毂电动机”作为论坛的推介

交流成果。

他们第一次申报的实用新型专利是：电动

汽车用双凸极永磁轮毂电动机，专利号为

ZL201320520701.9，从初审合格并批准授权用

了不到一年；接着，他们又申报了该项目的发明

专利，获得批准，专利号为 ZL201410528108.8。
邓隐北教授告诉记者，尽管轮毂电机的

研制过程异常艰难，可以说困难重重，但我们

整个研发团队信心百倍，坚定地迈步在崎岖

坎坷的科研道路上。

特变电工衡变公司
获湖南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奖

本报讯 渊记者 李凤发 通讯员 李松儒

郭妥当冤近日，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

布了《湖南省制造强省专项资金首台（套）重

大技术装备奖励和智能制造示范企业、示范

车间奖励拟支持项目的公示》。由特变电工衡

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变公司”）自

主研发的 SFP-JT-1230000/750 现场组装变

压器项目，以世界最大容量 750kV 现场组装

式变压器研制企业，收获 2018 年度湖南省首

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奖励，系湖南省单

台设备收获的最高奖励额度。

湖南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是省

委、省政府为支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

广应用，支持企业加大研发力度而进行的奖

励认定。SFP-JT-1230000/750 现场组装式变

压器是国内企业研制的首台 1230000kVA/
750kV 现场组装式变压器，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容量的 750kV 现场组装式变压器，其

主要性能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是我国

超高压、大容量现场组装式变压器实现国产

自主化战略的一次重大突破。项目产品通过

了国家变压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现场检

测，各项技术指标优异，具有电压等级高、

损耗低、温升低、局放小、绝缘可靠、噪声

低等优点，同时还通过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

合会组织的国家级新产品鉴定，产品主要技

术性能指标达到同类产品国际领先水平。

作为国内企业研制的首台 1230000kVA/
750kV 现 场 组 装 式 变 压 器 ， SFP -JT -
1230000/750 现场组装式变压器在研制过程

中历经重重技术攻关，攻克了漏磁大、局部

温度高、绝缘要求高、工艺难度大、现场环

境风沙大等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成功完成

研制任务。该产品的成功研制为后续更大容

量的现场组装变项目技术攻关积累了大量的

宝贵经验。

日前，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金融服务展

（以下简称“金融展”）在北京展览馆举行，农发

行作为组委会委员单位首次亮相。

农发行此次展览以“服务三农，脱贫攻坚，

农发行在路上”为主题，以农发行农业政策性

银行定位为主线，既展示出农发行近年来在服

务三农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成果，又通过

行内各级员工摄影、绘画、诗歌、书法等作品展

示出农发行多姿的人文风采。

农发行办公室副主任孙建星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农发行坚决贯彻落实国家赋

予的补短板、强弱项等职责任务，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推动解决“三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牢牢把握脱贫攻坚目标和标准，始终把“精

准扶贫”作为政策性金融扶贫的生命线，找准

问题，聚焦短板，精准施策。坚持融资、融智相

结合，积极探索新产品、新模式、新机制，大力

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支持

力度，全力支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积极支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统

筹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大政策保障

和资源倾斜力度，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协

调，保障重大项目顺利开展。

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业政策性银

行，农发行始终以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为己任，

支持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储备、调控和

调销，配合国家重要战略物资储备、调控、保障

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积极支持“菜篮子”工

程，保障城乡农产品供给和食品安全。据统计

2017 年全年累放粮棉油收购贷款 3062 亿元，

支持收购粮食 2927 亿斤、棉花 295 万吨，累计

支持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 1668 亿斤。

服务脱贫攻坚。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

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扶持弱势领域，提供

公共产品，执行国家战略意图，坚持让利于贫

困落后地位和贫困弱势群体，信贷资金主要投

向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发挥了雪中送炭、铺路架桥的关键作用。

2017 年，本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 5,120 亿

元，年末贷款余额 1.2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40%。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支持力度明显加大，

全年累计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投放贷

款 678.9 亿元，贷款余额较年初增加 416.5 亿

元，增速 52.8%。

服务农业现代化。深化政银合作，完善合

作机制，按照“产业兴旺”要求，坚持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创新支持农业现代化，紧紧围绕构

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大力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公司自营等模式创

新，加大力度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土地

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林业生态保护、农村“双

创”等，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生产能力提升和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参与和推动农村改

革，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据统计 2017 年全

年累计各类农业现代化贷款 988 亿元，支持新

建高标准农田 2197 万亩，国家储备林基地等

国土绿化 472 万亩。

服务城乡一体化。加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

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和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支持辐射乡村的教育、医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提高农业

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据统计 2017 年全年累

放城乡一体化贷款 1600 亿元，截至年末，城乡

一体化贷款余额 6232 亿元。

服务国家重点战略。继续以积极稳妥的方

式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继续以外汇贷款及融

资性保函的方式支持企业“走出去”。截至

2017 年末，通过融资性保函业务累积支持 4
家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开展境

外融资，累计支持金额 1.06 亿美元。着力支持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融资+融智”服务雄安

新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建设，推动长江经

济带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全力落实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渊秦雪璠冤

亮品牌 展实力

农发行参加第二十六届金融展

试一试“大白兔
奶糖味”润唇膏？

上海老字号
激活创意重振品牌
■ 孙丽萍

中华老字号冠生园出品的“大白兔奶糖”

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上海味道”。而在近日

举行的中华老字号博览会暨中华老字号文化

节上，冠生园宣布携手知名国货品牌“美加

净”，联名推出跨界新品———“大白兔奶糖味”

润唇膏。

据悉，在此次文化节上，220 家中华本土

老字号企业联名发起了重振计划，倡议通过

跨界合作，激活文化创意，重振品牌影响力。

这些老字号公布了一批创意合作项目，

如凤凰自行车的 LOGO 印上了太平鸟衣饰、

回力鞋推出了潮牌设计师打造的全手工限量

款……创意满满的时尚新品，颠覆了人们此

前对老字号产品“墨守陈规”的印象。

据介绍，近年来，一些老字号品牌“老树

回春”，推出“网络爆款”，受到年轻消费者追

捧。此次活动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

工作委员会推动，上海中华老字号企业协会、

上海凤凰等与擅长嫁接知识产权资源的平台

尚交所合作，推动中华老字号企业之间以及

老字号和时尚品牌之间进行联姻，为它们注

入“新基因”。

以凤凰自行车为例，尚交所去年获得其

知识产权授权，之后共为凤凰自行车“相亲”

了 5个品牌，其中包括服装品牌、饰品和化妆

品品牌，最后选择了太平鸟服饰。两者迅速擦

出创意火花，联合推出一系列女装、配饰及限

量合作款自行车的产品。

“上海有 200 多家老字号企业，借助于深

厚的文化积淀，老字号未来有望实现创新发

展、甚至华丽转型。”上海市文创办副主任强

荧说。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上

海正在重振 50 个重点老字号品牌，为打响

“上海购物”品牌添砖加瓦。

“河南省工商系统非公党建工作示范基地”
在仰韶揭牌

郑大教授潜心研究 20 年 电动汽车用轮毂电机初获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