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电兴发子公司
联合中标 3.49 亿元项目
力推智慧城市业务

8 月 20 日，从中电兴发获悉，公司全资子

公司北京中电兴发作为联合体牵头人，在河南

省原阳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

项目中中标，中标总金额为人民币 3.49 亿元，

占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4.21%，

最终合同金额以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据介绍，此次项目中，北京中电兴发将对

原阳县全域土地后备资源开展调查、项目实

地核实论证工作。负责项目选址、地形测量工

作；负责规划设计及预算编制工作；负责竣工

测量等项目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工作；负责项

目施工与管理工作；参与项目立项与申报工

作；参与项目报备及指标验收工作。

中电兴发表示，若该项目能够签订正式

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是公司在智慧中国

之智慧国土业务上的进一步突破，为构建全

域智慧城市打下了坚实基础。该项目的签订，

将增强公司在智慧城市、智慧国土等项目建

设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促进公

司在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业务的投资、建设与

运营等方面的更好发展。 渊江钰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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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孔垂炼

据昆明日报报道，要推进夜游项目的策

划包装，突出春城花都、南亚东南亚异域风

情、少数民族风情等主题，重点在主城区打造

十大夜游美食街区、十大夜间精品演艺节目、

十大夜游休闲景区公园、十大夜间娱乐活动

点、十大夜间城市景观打卡点。

“不能让昆明的夜静悄悄。”

在日前召开的昆明市深入推进“旅游革

命”暨“一部手机游云南”工作现场会上，昆明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喜良一语搅动昆明“夜经

济”的一潭深水。

王喜良表示，要推进夜游项目的策划包

装，突出春城花都、南亚东南亚异域风情、少

数民族风情等主题，重点在主城区打造十大

夜游美食街区、十大夜间精品演艺节目、十大

夜游休闲景区公园、十大夜间娱乐活动点、十

大夜间城市景观打卡点。

一时间，“昆明夜经济要火”的坊间热议

与期待传播开来。

实际上，夜生活古已有之，但“夜经济”一

词历史并不长。有关资料显示，这一经济学概

念自 20 世纪 70 年代诞生之际起，就有着鲜

明的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等导向。如今，“夜经

济”繁荣程度，更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的活力指

数、生活舒适度与便利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春城“夜经济”涌现多个打卡点

这是夜生活最灿烂的时代，也是夜间经

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在昆明，历来并不缺乏“夜经济”火热的

据点。曾经有众人皆知的昆都夜市，如今涌现

出文艺“点亮”废旧工厂的创意园区、流光溢

彩的昆明老街、人流如织的南亚风情第壹城、

花卉交易火热的斗南夜市等多个“打卡点”。

在消费转型升级及多重政策驱动下，昆明的

夜间经济，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

华灯初上，南亚风情第壹城五颜六色的

霓虹灯、偌大的商场、长长的地摊、琳琅满目

的商品，吸引着无数消费者。熙熙攘攘的人

流，涌入这片繁华的街区。夜宵、购物、看电

影、健身……南亚风情第壹城的夜间消费盛

况，不失为当下流行的“夜间经济”模式的一

个昆明缩影。

夜色降临，普吉路的秘境 M60 创意园区

仍然保持着白天的热闹。艺术家和文艺青年

活跃于此，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吃货”前来，更

开有画廊、工作室、蹦床公园、拳击馆、美术馆

等一批独具创意的夜间小店。

实际上，近年来，在昆明市区，有南屏街

商圈、昆明大悦城、同德昆明广场、爱琴海购

物公园等一大批以购物商圈为主的夜生活

“打卡点”，总是吸引着许多不同需求、不同爱

好的消费者前来聚集。

此外，有多个老厂房“变身”为文创园区，

焕发出新的生机，让市民游客在夜晚的“下半

场”有了更多的选择。如云纺文创园精心打造

的美食、历史、科技、美术、阅读、爱情、音乐 7
大主题街区，颇受年轻人的喜爱，每晚人流如

织、灯火通明。

世界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昆明斗南

花卉市场的夜间繁忙景象，也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不夜城”。每到夜晚，花卉市场待放的花

苞便登场了，批发商、三轮车来来往往，运输

工人忙上忙下，趁着夜色，将这些花苞发往全

国各地。如今，越来越多的昆明市民或游客选

择夜游斗南，除了想一览花市的繁忙景象外，

还能选购到自己喜爱的便宜鲜花。

除此之外，翠湖夜跑、夜游滇池、海埂公

园夜间骑行或散步等活动，也成为了大批昆

明市民乐此不疲的夜间生活所选。

“夜经济”星火已燎原

事实上，“夜经济”的兴起，与我国消费形

式的转型升级发展密切相关。

近年来，伴随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

夜间消费占比逐年提升，“80 后”“90 后”成为

主要消费群体。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超过 60%，“夜间经济”则成为消费领

域的一个新增长点。

记者还注意到，2019 年上半年，在各地

出台的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培育夜经济”

一词频频出现。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

纷纷推出举措，提出要建立夜间经济示范街、

地标型夜市。

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小长假

期间，我国夜间消费金额占全天的 29.92%。

总体看，我国夜间经济已由早期的灯光夜市

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

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

实际上，深夜城市夜生活背后，不仅仅是

一个城市的性格这么简单，而更指向现代城

市越来越无法忽视的“夜经济”，是城市文软

实力的重要体现。

“夜经济”带来的一个典型变化，就是“深夜

食堂”的兴起。有调查显示，上海双职工家庭 7
点后才能吃上晚餐者达到近 42%，这意味着餐

饮、休闲、娱乐都要推迟，也推动了城市消费格

局的变迁。尤其是当 80后、90后年轻人成为消

费主力军，他们对夜市、夜场电影等有着更强烈

需求。24小时便利店，是租房时的重要参考；24
小时不打烊书店，也是年轻人夜间活动的重要

场所。这些新生事物，推动消费时空悄然变化。

如今，发展“夜间经济”俨然成为了全国

各大、中城市的“兵家必争之策”。此前曾有相

关研究报告透露，过夜游客的消费额是一日

游的 3 倍以上，足见“夜经济”的巨大潜力。

在国家旅游劳模大师、云南旅游职业学

院教授姜若愚看来，“夜经济”无疑已经成为

很多城市经济发展的“新蓝海”。夜间经济可

以延长经济活动时间，增加社会就业；对于旅

游城市而言，还可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

消费频次和水平，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昆明在夜间经济发展方面尚未形成规

模效应，还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姜若愚说。

都市圈建设潮起
企业期待打破城市间
市场障碍
姻 李正

近段时间，都市圈建设成了全国各地经

济发展的热搜词。继杭州都市圈、南京都市圈

之后，中西部地区的郑州、南昌等城市也纷纷

加入到都市圈规划建设的行列中来。

我国政府从 2014 年开始正式明确打造

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都市圈。新华社于当年

3 月 16 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提到，

特大城市要推进中心城区功能向 1 小时交通

圈地区扩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体发展的

都市圈。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和北京

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今年年

初发布的《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 2018》，对都

市圈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都市圈是以一

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通过发达的交通系

统吸引和辐射周边城市和区域，是大型城市发

展到一定阶段时才会出现的空间现象。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

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都市圈是从城市

集群角度做出的细化布局，所以它可以形成

优势互补和产业集群。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城市集群有着

非常好的制造业、完整的科技研发产业链，会

形成资源共享，也能够形成相互辐射、优势互

补的效应。”董登新进一步表示，单个城市如

果不能形成周边的辐射效应、没有城市集群

的格局，往往比较吃亏，比如在研发成本、产

业配套、人才资源等方面。所以在我国经济转

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城市发展是依托于城

市集群来布局，这样更有发展空间。

统计显示，除港澳台之外，目前全国共有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34 个中心城市都市

圈，总面积 232.4 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24%。总人口约 81590.5 万人，约占全国总人

口的 59%，地区生产总值约占全国总量的

77.8%。

高力国际董事付茂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企业角度来看，相对于独立的城市经

济体，都市圈的准入条件、负担、成长要素对

企业来说更低，为企业提供的市场更大、更全

面，市场中的机会也更多。

“都市圈经济的发展对第二产业、第三产

业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比如地产业，每个城

市都有自己的政策，对于开发商而言，需要很

长的时间去了解政策、条件才能进入市场。”

付茂华进一步表示，如果都市圈经济体能够

形成统一的市场，将会为企业拓展市场提供

更多的便利。

国家发改委今年 4 月份印发了《2019 年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

务”），标志着我国现代化都市圈经济发展进

入了高质量阶段，正式确立以“大城市引领的

城市群都市圈模式”取代过去的小城镇模式

作为指导思路。

任务指出，都市圈区域经济网络协同发

展的要点包括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加快

推进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

强化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在符合土地用途管

制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健全都市圈商品

房供应体系，强化城市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协同。

董登新认为，都市圈最重要的依托产业

分为两个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作为

产业支柱，服务业作为产业的延伸，如果都市

圈侧重于金融业等服务业，发展格局会有所

差异。

“比如粤港澳大湾区，覆盖的中等规模以

上城市有十多个，作为都市圈，每一个城市都

各具特色。”董登新表示，深圳是整个粤港澳

大湾区的龙头，角色十分清晰。驱动深圳发展

的“三驾马车”是高科技、金融业和先进制造

业，对于都市圈的全面发展具有很强的推动

作用。

“过去三年，公司的布局是非常合理的，

全国化布局不仅限于口头，而是切切实实地

在销售上实现。尤其是在市场流动情况下，我

们的布局适应能力强，发展后劲更足。”8 月

19 日，中国奥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奥园集团”）发布 2019 年中期业绩报告，

在投资者会议上，奥园集团管理层如是说。

据经济观察网消息，对于这家去年销售

额已经逼近千亿的房企而言，2019 年所采取

的最新策略布局是培育了 30 个深耕重点区

域和一二线重点城市以及强三线的城市公

司，每个城市公司完成的销售额要求是达 40
亿元或者以上。

这样的策略布局正在为奥园集团达成今

年销售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未来两年内，

发展规模仍然是这家公司的战略目标之一。

中报数据显示，今年 1-6月份，奥园集团

的合同销售额为 536.3 亿元，同比上升 33%。

若叠加上 7 月份 66.5 亿元的月度销售额，前

七个月奥园集团的销售业绩达 602.8 亿元

（权益比 84%），已经完成全年 1141 亿元销售

目标的 53%。

无论是奥园集团董事局主席郭梓文，还

是奥园集团执行董事兼营运总裁马军，均在

业绩会现场强调“我们有信心完成全年的销

售目标”，他们的底气在于奥园集团庞大的土

地储备以及充足的货值。

今年前 6 个月，奥园集团新增了 34 个项

目，新增可开发建筑面积约 726 万平方米（权

益比 78%）。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奥园集团拥有

230 个项目，土地储备总建面达 4012 万平方

米（权益比 81%），总货值约 4255 亿元。这些

土地储备的平均楼面价为 2321 元/平方米，

但预计销售均价高达 10606 元/平方米，两者

之间的比例为 1：5。“这将为奥园提供足够灵

活的定价策略，也有助于我们应对市场的变

化，确保利润率的稳定。”奥园集团高级副总

裁陈嘉扬说。

此外，奥园集团还储备了逾 30 个不同阶

段的城市更新项目，规划总建面约 1604 万平

方米，预计额外贡献可售资源约 2197 亿元。

如果计入这些城市更新项目，奥园集团

已储备的总货值约 6452 亿元。

另一层面上，今年奥园集团预计总可售

资源约 1900 亿元，这意味着，只要去化率达

到 60%，就可以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马军称，这 1900 亿元可售资源中，安排

在下半年的可售货值达 1300亿元，根据现有

缺口来看，去化率不用去到很高就可达标。而

且，今年下半年公司全新供货的新盘大概 40
多个，再加上还有二次、三次推新的项目，新

货总体占比比较高，所以对完成全年任务还

是充满信心。

在销售业绩同比增速上涨迅速的同时，

奥园集团的盈利能力也在实现强劲增长。上

半年，奥园的毛利润同比增长 81%至 70.5 亿

元，毛利润率达 29.8%；净利润同比增长 90%
至 28.0 亿元，净利润率约 11.8%；核心净利润

同比增长 79%至人民币 24.9 亿元，核心净利

润率约 10.5%。

在投资者会议上，奥园集团管理层表示，

上半年的毛利率上涨比较多，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一线城市均价高的项目结转所产生的

影响。而目前已售未结转的 1390 亿货值，毛

利率会维持在 28%-29%左右，最后会随着建

筑成本的高低有所波动。按照他们的预测，今

年和明年，奥园集团的毛利率大概介于相对

保守的 26%-30%区间内。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奥园集团在融资

渠道上开拓了多元化路径。2019 年至今通过

境外公募及私募美元债、银团贷款等渠道合

共募得约 16.5 亿美元，有助进一步延长债务

期限；同时还率先打开亚洲美元债券市场，并

重启内房三年期美元债公开市场发行，全额

使用国家发改委批出的 14.5 亿美元外债额

度。

截至 2019 年上半年，奥园集团的总借贷

775.6 亿元，其中短期借贷 335.5 亿元，占比

43.26%；总现金约 548.4 亿元，其中不受限现

金占 92%，现金足以覆盖短期借贷。7 月及 8
月，奥园集团陆续偿还及续期约 25.4 亿元的

短期借贷，短期借贷占比已经降至 40%以

下。

在上述这部分短期借贷中，需要 2019 年

上半年偿还的占比 33%，需要 2020 年上半年

偿还的占比 67%。

“我们其实更多的已经在为 2020 年的上

半年还债提前做部署和准备。”陈嘉扬说，下

半年奥园集团会继续密切关注市场发展，关

注整个资金的需求和成本去进行境内外融

资。“境外融资方面，我们今年上半年已经全

额使用了发改委的额度，所以下半年不会有

其他美元债的发行；境内债方面，还存在一些

额度我，们也会看准市场的窗口期进行发行，

主要还是作为资金上的再融资。” 渊经观冤

作为中国炭素行业的龙头企业，方大炭

素的业绩报告反映着整个行业大环境的趋势

和现状。方大炭素发布的 2019 年半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39.39 亿元，

同比下降 35.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48 亿元，同比下降 54.27%。

据证券日报报道，近日，方大炭素董秘安

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是国内石墨电

极的龙头企业，市场份额约占国内市场较高

比例。虽然 2019 年上半年国内石墨电极行业

整体经营业绩下滑，但公司的发展质量仍处

于行业的较高水平。面对整个行业的现状，我

们要做到以变应变、增量增效、加强技术创

新，使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炭素强

企。”

2019 年上半年，方大炭素的营业收入及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下降，对于业绩下

降的原因，安民向记者表示：“自 2018 年第四

季度以来，石墨电极产能开始持续释放，炭素

行业内石墨电极市场供给量不断增大，价格

总体呈现下滑，出现产品量升价跌情况，行业

内石墨电极企业营业收入普遍下降，炭素产

品毛利相比于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在石墨电极价格下滑的背景下，方大炭

素仍保持着行业较高水平的毛利率和净利

率，分别为 50.4%和 37.3%。此外，公司上半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总资产较

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 34.35%和 11.56%，

分别为 31.71 亿元和 179.52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方大炭素进出口业务在

上半年表现也很亮眼。数据显示，公司上半年

进出口销量较 2018 年同期增幅 26.84%。此

外，进出口公司在控制资金风险、降低应收账

款方面也做得较好，上半年实现销售回款完

成率 118.72%，应收账款较年初降低幅度达

到 68.93%。

如何应对当前石墨电极市场的变化？安

民向记者表示：“应对当前市场变化，我们采

取以变应变、增量增效措施；适应当前市场需

求，促进产品结构转型；减少中间环节，降低

销售成本；控制资金风险、降低应收账款。”

谈及下半年的石墨电极市场走向，安民

说：“上半年市场价格的波动对行业内的小企

业有一定的冲击，下半年价格若持续走弱，小

企业压力将倍增。另外从环保角度看，《炭素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T/ZGTS001—
2019）将于 2019 年 9 月 1 日实施，将会对不

达标企业进行约束并对其生产的持续性造成

一定的影响，我们预测石墨电极市场走向或

趋向于平缓。”

“按照炭素行业的发展规律，产品价格的

每一次较大幅度的波动，都会引发资源、市场

等企业要素的重新配置，资源重新整合，市

场、人才、资金等要素进一步向龙头企业聚

集，极大促进了龙头企业的发展，公司或将再

次迎来高于行业的发展机遇。”安民说。

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

是方大炭素走向高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一

步。方大炭素拥有炭素行业唯一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甘肃省炭素新材料工程（研究）中

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CNAS 认可实验室、

省级军民结合产业园区（甘肃省炭素材料军

民结合产业园区）。此外，公司还与国内高等

院校、研发机构开展密切合作，成立了“清华

大学·方大炭素核石墨研究中心”、“中科院

山西煤化所·方大炭素研发中心”、“中科院上

海物理应用研究所·方大炭素研发中心”、“北

京科技大学·方大炭素高炉炭砖联合研究中

心”等创新研发机构，是甘肃省技术创新示范

企业。

不仅如此，方大炭素还积极布局石墨烯

产业。公司自 2009 年开展石墨烯研发工作以

来，建立了石墨烯制备中试线，以及石墨烯研

究室，与清华大学共同开发石墨烯多孔膜材

料制备技术。

为了进一步推进方大炭素在石墨烯方面

的研发及应用，2018 年 12 月份，公司全资子

公司成都炭素出资 1500 万元，参股 30%设立

了四川铭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注重将生产工艺质控、研发体系的

高效结合，在核心关键技术方面依法拥有自

主的知识产权，独立享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安民向记者表示。

近年来，方大炭素累计投入上亿元，致力

于污染治理设施的提升改造，通过污染治理

设施的改造，公司污染物排放量得到大幅消

减，厂区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安民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公司先后实施

了环式焙烧炉新增静电除尘器项目、吸料天

车项目、中水降温改造项目、布袋除尘器改造

项目、噪声治理项目等一系列环保技改项目。

“企业环境治理水平得到大力提升，实施的环

保项目对公司环境面貌的提升效果显著。一

项项利民、利企的环保项目先后投入使用，公

司向‘绿色炭素’迈出坚实的步伐。”

渊刘欢冤

大做吃喝玩乐游购娱文章 昆明“夜经济”潮起

奥园集团：有信心完成全年千亿目标

方大炭素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打造“绿色炭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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