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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造健康可持续的服装生态圈，

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应有

贡献，7 月 17 日，红豆股份中国第一批碳

中和服装出口发布会在无锡红豆杉庄隆

重召开，会上红豆股份与擎天集团进行

签约合作，以发挥红豆社会责任以及引

领供应链改革的领导能力，强强合作，共

同打造“碳中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链，

红豆股份还公布了公司 2041 碳中和愿

景。会上，“长三角碳中和服装供应链联

盟”发起成立。

发布会由红豆股份与擎天集团联合

主办，全国工商联绿色委员会、东南大学

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指导，江

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林祥国、李全

林，东南大学长三角碳中和战略发展研

究院院长朱晓明，无锡市人大副主任魏

多，全国工商联扶贫和社会服务部副部

长刘鸿柱，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周洁，麦

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方溪源等政府领

导、行业专家、媒体代表等近 200 人出席

会议。

李全林在会上肯定了红豆股份加速

推进绿色产业链，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希

望有更多的江苏企业一同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奋力推动江苏省低碳绿

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朱晓明在致辞中说，红豆和擎天的

此次合作发布为所有企业在应对碳中和

时代的到来时，具体应该怎么做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切实的解决路径，在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用自身的作用和能力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周洁在致辞中说，希望红豆股份和

与会的优秀行业代表积极投入到环保产

业发展当中，以更加扎实有效的工作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江苏践行“争当表

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做出贡献。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周一奇在会上

表示，红豆股份作为服装行业代表企业，

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带头履行社会

责任，带领长三角产业链企业共同行动,
以绿色、低碳、可持续引领服装制造高质

量发展，为应对全球变暖作出积极贡献。

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海江表示，

红豆在服装行业推出中国第一批碳中和

出口服装，希望能带动更多企业为碳中

和做出应尽之责，率先探索“碳中和”背

景下产业深度转型和产业治理的路径，

为全国做出标杆示范。

擎天集团董事长辛颖梅女士在致辞

中表示，公司旨在为以“碳中和”为目标

的决策管理者提供数字化低碳生态管理

闭环服务，促进碳中和技术成果转化和

推广应用，用数字化赋能突破碳中和发

展困局，积极应用擎天智慧助力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红豆新产品发布环节，红豆股份

展示的首批带有“碳中和”标签的出口产

品备受关注。基于“从摇篮到大门”的核

算边界，开展红豆运动沙滩裤碳足迹核

算，通过造林活动吸收、固定二氧化碳，

产生林业碳汇，红豆股份实现了 2021 年

7 月出口美国的 11020 条沙滩裤碳中和。

而会上启动的红豆运动沙滩裤碳汇

林———红豆杉林项目，规模 18 亩，届时

将实现碳汇盈余，由此也迈出了红豆股

份碳中和的第一步。据了解，红豆杉林是

江苏省首个实现产品碳中和的企业自有

碳汇林，系红豆于 1997 年开始研究红豆

杉种子发育和人工培育，是全国最大的

红豆杉实生苗基地，其中包含 2481 余亩

碳汇林，本次使用的 18 亩也在其中。

为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纺织

服装行业成为中国最早推进产业级零碳

目标的行业。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重要

领军企业，红豆股份以品牌运营及服装

制造为优势，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郑

重发布《红豆股份碳达峰碳中和宣言》，

发布红豆股份 2021 年低碳路线图，力争

2041 年实现红豆股份企业的碳中和目

标；同时将碳中和作为践行企业责任与

担当的重要内容，和擎天、国际认证机构

DNV、科研机构长三角碳研院、供应商等

参与供应链中的多家单位进行联合签

约，发起成立“长三角碳中和服装供应链

联盟 ”，旨在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可持续

发展价值链。全新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推

动纺织服装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循环发

展，促进整个行业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提

升中国纺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会上，红

豆股份董事长戴敏君介绍了实现碳中和

行动的一系列举措，分别从产品设计、新

能源使用、节能改造、智能化改造、产品

碳中和标签、包装、服装回收、红豆杉种

植、减排量交易、低碳化营销等多个方面

促进公司实现低碳循环发展。此次发布

会的碳排放也进行了碳中和。会议尾声，

播放大屏显示会议碳中和二维码，作为

碳中和行动的一份子，现场观众纷纷扫

码领取个人碳中和电子证书。

2001年红豆股份上市，目前，已从一

家传统的生产制造企业转型为智慧零售

型企业。近年来，红豆股份启动智慧红豆

建设，加速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相继

启动红豆衬衫、红豆西服智慧车间的改

造项目，试点“智慧工厂”；打造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全渠道营销体系，实现用户精

准化营销；将线下门店线上化，大力发展

直播经济……2019 年，红豆股份被国家

商务部评为“全国首批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数字商务企业”。据悉，作为国内低碳

信息化领跑者，擎天科技一直在积极践

行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建设，其“移山”

系列产品已实现 13 个省、89 个城市、2
万多余企业从国家到公众 9 个层级的纵

向覆盖。针对企业需求，公司为全国 2 万

多家企业提供碳中和标签、碳资产管理、

碳足迹等服务。两者的强强联合，一定会

推动服装绿色供应链建设，助力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 渊红轩冤

红豆股份中国第一批碳中和服装出口发布
同时发起成立“长三角碳中和服装供应链联盟”

第四定律光化学反应———如果政府

强力优化区域营商环境，那么可以使夜光

经济结构发生质变，催生多种商业模式，

如不同的形态、业态、文态等。这是著名的

光能作用现象，就是在光的作用下能使物

质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更多新物质。

第五定律雾影效应———在发展夜光

经济中，如果政府对区域功能定位随意变

化或者对市场主体不一视同仁（不公平不

公正），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众形象和公信

力。这种光学效应称为雾影。这是由于物

质分散（如涂料中颜料分散）不好而导致

的微观结构发生乳状外观，本质是量子效

应，雾影读数越低，表面质量越好。

第六定律测不准原理———由于天地有

昼夜、事物有阴阳、人类有张弛、光子有二

性，因此不可能定量测定夜光经济的潜力

（位置和速度）。只能知道昨天的夜间经济总

值，而不能确定明天的发展数量。这是著名

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由于量子有波粒二象

性，不可能同时测量其位置和能量。

第七定律霍尔效应———夜光经济中

的社会资本，经营在不同行政环境下，产

出效益不同，政府磁力越大，资本聚集越

多，聚变效应（抱团）越强。这是强磁场下

的量子霍尔效应（洛仑兹力），是美国物理

学家霍尔(E.H.Hall，1855-1938)于 1879 年

在研究金属的导电机制时发现的。后来发

现了“整数量子霍尔效应”、“分数量子霍

尔效应”、“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零磁场、

自发磁化、拓扑绝缘体）。

第八定律量子纠缠现象———由于夜

光把黑夜变成了白昼，所以夜光经济同时

具有日光经济的属性，可以同时带动其他

经济发展。这是著名的量子纠缠现象（双

胞胎），在量子体系中各个粒子的特性构

成了整体而不可单独描述（失去个性）。

第九定律光储存定律———如果把光

子当成资本，资本在夜光经济领域运行时

间越长，利润就越大。这是难度最大的光

储存技术，当光储存 1 小时以上才有实用

价值，储存时间越长越有商业价值。

第十定律不相容原理———夜光经济

要百花齐放，不能搞一个模式，应该是多

业态、多场景、多品种、多样式。这是著名

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指在费米子（自旋为

半整数）组成的系统中不能有两个或者两

个以上的粒子处于完全相同的状态。

第五，发展夜光经济的举措
夜光经济发展不同于日光经济，性质

属于业余、副业，功能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丰富和美化人民群众的

日常生活，但包含传统的一二三产业。托

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

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夜光经济而言，

城市的白天是大体相似的，城市的夜晚各

有不同。应该按照美学原理、诗歌意境、市

场规律、人性需求、社会治理等知识推进

夜光经济发展，颁布属于夜光经济的政策

法规，寻找自己都市的“子宫”，挖掘天然

的文化基因。巴蜀夜光经济发展要对标纽

约、巴黎、东京、新加坡等世界知名的夜光

经济城市，立足自身特色，拿入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大战略，纳入国内重要经济区

差异化发展战略，纳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战

略。加快完善理论、规划、管理、营运及产

业布局、基础设施等系列政策措施，让“巴

蜀夜光经济区”尽快成为国内一流、国际

知名的夜光经济高地。

推动夜光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思

想观念要从“牛顿体系”上升到“量子世

界”，由“统计学方法”转变为“规范场方

法”，由“外随机性”走向“内随机性”。

一是坚持调查研究，摸底当今群众需

求，深挖历史文化根基；二是坚持学习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消纳其他城市的做法；

三是坚持顶天立地，用好国家支持政策，发

挥本地优势和特色；四是坚持改革创新，破

除传统观念和障碍，做好一流谋划和规划；

五是坚持责任到人，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把任务分解到人头；六是宣传推广“武侯经

验”，让“武侯夜光”更加迷人。

成都市是全国著名的“不夜城”，夜光

经济在“三城三都”驱动下发展迅速，在世

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武侯区是最大

亮点。武侯区发展夜光经济很专业很内

行，很有成效，“老树开新花”，新枝结硕

果，形成了武侯经验和武侯夜光。有关调

研指出，成都夜间线上消费额度则仅次于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作为成都市中心

城区之一的武侯区以 25.5%的占比强势登

顶，位居 22 个区（市）县之首，夜间经济供

给质量也领跑成都全市。武侯区鼓励特色

街区推行 24 小时服务，率先出台《夜间经

济发展十条措施》，从实行“夜间区长 ”

“夜间街长”“夜间社长”制度、打造优质夜

间消费场景、适度开放夜市经营、鼓励夜

间消费业态融合、创新夜间经济营销、完

善配套设施、打造夜间景观、加强夜间经

营管理等 10 个方面，全面支持发展夜间

经济。武侯区还对打造夜间消费商业中

心、创建夜间集市、开展文商旅体复合型

消费模式、夜间文化艺术体验项目落户、

深夜食堂运营、夜游线路开发、24 小时购

物商业综合体等给予经费奖励和扶持，并

成立“武侯区夜间消费联盟”，统一策划开

展活动，多元营销推广。武侯区在大力发

展的现代消费形态中，支持夜间经济与小

店经济相辅相成，让夜间经济彰显国际化

新型消费城区的“时尚范儿”，让小店经济

营造“武侯味儿”。四川“天府旅游名县建

设”大数据显示：武侯区的餐厅数量排名

第一，武侯区顺势启动评定出包括戴鸭

子、老码头、袁记串串香等在内的首批 10
家“武侯餐饮老字号”。 武侯区消费载体

数量较多，消费场景相对集中，消费聚集

效应较强，为推动夜间经济联动发展奠定

了基础。武侯区现有 19 处大型购物综合

体，已形成晋阳、双楠、科华北路等 10 个商

业中心。此外，九眼桥酒吧街、科华路美食

街、桐梓林咖啡漫生活街区、玉林火锅特

色街区等 15 个各具特色的消费街区，提

供了大量的夜间生活场所。在此基础上，

武侯区提出打造“十大夜间消费中心”、规

划布局了第一批 20 个“夜间集市”。目前，

武侯区多部门联合印发《夜间集市备案管

理办法（试行）》和《夜间集市管理规范》，在

备案登记、设施、区域、卫生等方面统一管

理标准。为认真贯彻落实成都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

的实施意见》总体部署，进一步推进全区

夜间经济安全健康发展，武侯区应急局印

发了《成都市武侯区加强夜间经济安全服

务保障工作方案》，大力推动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在政府

引导、市场主体、商业化运营逻辑下，武侯

区正在建设成为西部高端消费核心区、西

部品质消费样板区和西部新兴消费引领

区。武侯区发展夜光经济的探索，在全国

具有示范价值和复制意义，可以称为“武

侯经验”或者“武侯夜光”。

渊本文系作者 2021年 7月 16日在 野中国

都市夜间经济与消费升级大会冶 上的发

言冤

月光点燃城市激情的量子假说

■ 赵悦 齐琪 关俏俏

“格鲁吉亚有其独特的酒文化……

将葡萄压碎，连同皮、籽直接灌入预埋在

地下的土陶罐中发酵……葡萄渣蒸馏而

成的高度酒叫作 ChaCha……”在位于浙

江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内的格鲁吉亚国

家馆，来自新疆的锡伯族小伙伊小军说

起格鲁吉亚葡萄酒酿造历史和文化滔滔

不绝。

“80 后”伊小军做外贸已有 20 多年：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在亚欧客商云集的新

疆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带顾客选货，到南

下义乌闯市场，可谓历经曲折。

2004 年，伊小军只身来到“世界小商

品之都”义乌，从事格鲁吉亚国际物流专

线工作。初到义乌，伊小军感慨，不适应

当地气候、环境和饮食，条件格外艰苦。

“哪里像现在的义乌，四通八达，各国各

地美食应有尽有。”

到义乌换了舞台，伊小军也越发努

力，奔走于各个市场和仓库，带着客户选

货、订货、发货。他说，在仓库里，自己就

是学生，货品就是教材，客户就是老师。

渐渐地，伊小军融入义乌火热的贸易氛

围，还自学了俄语和格鲁吉亚语，同客户

交了心，更与格鲁吉亚结了缘。

“格鲁吉亚人热情好客、真诚待人，

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伊小军说，与

人交心让他在创业初期得到了客户支持

和帮助。“不仅要做生意，更要做朋友，只

有将心比心才能换得共赢。”

客户越来越多，伊小军在义乌的生

意也越来越稳定，但他总感觉还可以做

更多的事。

在一次与朋友交流中，伊小军偶然

获知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国家“金名

片”，该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

其陶罐酿酒工艺更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让我大吃一惊，而且发现距离亚

欧市场更近的新疆已兴起格鲁吉亚红酒

热，市场前景可观。”他说。

此时，伊小军有了新的目标：借“一

带一路”倡议的东风，推动中国和格鲁吉

亚在葡萄酒文化、旅游交流、经贸投资等

领域深化合作，既通过被称为“欧亚十字

路口”的格鲁吉亚将“买全球、卖全球”的

义乌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又将格鲁

吉亚的红酒和文化带到义乌，让中国人

更多地了解格鲁吉亚。

2015 年，第一家以格鲁吉亚文化为

主题的推广体验中心在义乌落地。次年，

义乌市人民政府与格鲁吉亚有关部门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36 万瓶红酒不久后

到达义乌保税物流中心的海外仓。

与此同时，决心讲好格鲁吉亚文化

故事的伊小军也得到格鲁吉亚政府的大

力支持。2015 年，伊小军在格鲁吉亚首都

第比利斯受到时任总理加里巴什维利接

见，并获得其授予的格鲁吉亚文化推广

大使称号。

“有了这个身份以后，我觉得自己的

责任更重，不仅是一个商人，更是促进两

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伊小

军说。

如今，在格鲁吉亚，伊小军的合作酒

庄已达 15 个，他的贸易公司每年进口格

鲁吉亚红酒 54 万瓶，不仅丰富了国内百

姓餐桌，也让两国文化借此得到交流。

从最初的外贸“打工人”到如今的格

鲁吉亚文化推广大使，在义乌打拼了 17
年的伊小军，同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

样，完成了奇妙变身。在他看来，自己能

有如今的成绩，是“一带一路”倡议带来

的机遇。“我最初在新疆集结货物经霍尔

果斯口岸做出口贸易，然后到义乌这个

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做海运贸

易，加之‘义新欧’中欧班列，我越来越看

好‘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双向经贸往

来和人文交流。”

外贸小伙变身记

蜀南气矿塔里木油气工程
分公司多点发力交出优秀

“期中卷”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蜀南气矿塔里

木油气工程分公司从四个方面入手，严抓生

产运行计划刚性执行，统筹兼顾推动技术服

务下沉，上半年安全平稳高效地完成各项生

产指标，圆满交出优秀“期中卷”。

生产运维科学精细有序遥 该公司科学编

制油气生产运维计划，落实生产运行组织“培

优”计划，强化生产运行动态分析和过程管

控，确保按时完成各节点生产任务。截至 6 月

30 日共处理天然气 80.14 亿立方米，凝析油

29.27 万吨，液化气 18.44 万吨，轻质油 16.16
万吨。

装置检修安全优质高效遥 该公司精心编

制检修方案，科学控减不停产检修工期，严格

把控“安全、质量、进度、费用”四要素，执行检

修“四提前一规范”和“五个不开工”要求，推

行检修“三级管控机制”“五大员双监督机制”

和“区长制”等特色经验，严抓重点环节全链

条动态跟踪监督，实现克拉处理站、轮南处理

站、轮南轻烃厂、中秋试采站和哈得一联合站

安全绿色人文检修，平均较计划提前 1 至 3
天完成。

创新创效多点出彩遥 该公司紧盯生产难

题开展创新攻关，积极推动科研项目申报和

QC 活动，针对轮南处理站 16 台燃驱压缩机

组运维费用高，机组故障率高等难题，通过将

“燃驱”机组改“电驱”机组，合理优化工艺流

程，减少压缩机 11 台、压力容器 137 台，实现

了节能减排和提质增效“双重收益”；首次采

用注烃融蜡试验获得成功，为治理装置蜡堵

梗阻“顽疾”再添新的解决方案。

技术协同支撑有力遥 该公司重点突出设

备维保技术支持和大修专业服务，全面掌握

设备运行状态，提高维保科学性，及时处置牙

哈处理站和轮南天然气站设备、克深天然气

管线刺漏应急处置和生产异常故障 9 次，保

障生产平稳高效；受塔里木油田公司邀请，塔

里木油气工程分公司调派技术人员协助保障

轮南油气开发部轮南天然气站新建 60 万装

置投产和巴州能源公司轮南轻烃厂新建乙烷

装置前期筹建投产，展现了自身运维服务实

力和技术可靠性。 渊黄斌 张勇 郝身帅冤

中煤新集物资供应公司
直饮水设备全面“上线”

“上个月，单位给我们配发了冰箱、微波

炉，解决了吃饭难的问题，今天，又给我们配

备了直饮水机，终于可以喝上放心水啦，公司

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好了！”该公司总仓库职工

陈广博如是说道。

连日来，中煤新集物资供应公司采购的

7 台直饮机设备已陆续配发到各基层单位，

彻底解决了基层单位职工饮水难问题。该直

饮机具有自动进水、制水、四级进化过滤等特

点，职工可根据季节气候情况，分别选择热

水、常温、冷水等多种功能，极大地满足了职

工的饮水需求。

据悉，为认真落实“十大关爱”工程，今年

以来，该公司党总支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要求，急职工之所急，想职工之所

想，通过调研交流、走访座谈、发放意见征集

表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职工意见建议，及时

解决职工关注的急难愁盼问题。截至目前，已

为职工解决了吃饭难、饮水难问题，下一步，

党总支领导班子将尽其所能，集思广益，为职

工逐步改善办公环境及库房通风条件，切实

将职工实事办好，将好事办实。

渊张运冤

———透视央企运行“半年报”

■ 新华社记者 王希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央企业运行“半年

报”7 月 16 日出炉。疫情背景下，各央企加快

打造提质增效升级版，上半年经济效益明显

改善，发展韧劲持续显现。

发展按下“快进键”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业绩全面

“亮”起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7.1 万亿

元、利润总额 1.31 万亿元、净利润 1.02 万亿

元，两年平均增速分别达 8.7%、17.9%、

20.6%。其中，上半年央企净利润首次突破 1
万亿元大关。

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认为，

这份亮眼的“半年报”得益于我国疫情防控得

力、经济率先复苏，也是国资央企周密谋划、

主动作为、砥砺奋进的结果。

早在今年年初，国资委就与中央企业主

要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以“签约立

状”的形式明确了年度经营发展任务———

中央企业要力争净利润、利润总额增速

高于国民经济增速；营业收入利润率、研发投

入强度、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增长；资产负债

率保持稳健可控。

改革跑出“加速度”

作为装备制造业老牌国企，近年来中国

一重集团有限公司“真刀真枪”搞改革：完不

成目标收入 60%、目标利润 70%的经理层自

动免职；撤销各级管理机构 187 个，压缩定员

编制 2355 人。

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效激发了企业活力，

促进了经济指标的全面提升。近三年中国一

重利润年均增长 131%。以改革谋出路、以改

革促发展。据彭华岗介绍，今年以来，央企改

革坚定驶向“深水区”、跑出“加速度”，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突破。

要要要不少体制机制难题得到破解遥
目前，国企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供

水、供电、供热及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厂办大

集体改革、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改革进入

收尾阶段，成功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让企业“脱掉棉袄去游泳”，轻装上

阵参与竞争。

要要要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更加丰富遥
各央企抓住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

管理这一“牛鼻子”，三项制度、激励机制、授

权放权等方面的改革提速加力，企业活力效

率明显提升，员工积极性、创造性明显增强。

要要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遥
中国电科重组中国普天，打造信息通信

产业“国家队”；油气管网资产重组收尾，“全

国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国中化正式挂牌，万

亿级“化工航母”启航……国有资本在重要行

业领域的控制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全力答好“年度考卷”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正视困难。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当前支撑央企改革

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但同时也存在着疫情

衍生影响复杂、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全

球通胀预期强化等风险，央企改革还存在不

平衡现象，一些重点难点仍需进一步攻关。

国资央企如何乘势而上，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回答好改革、发展的“年度考题”？

彭华岗表示，要聚焦年初既定目标任务，

综合运用预算引领、考核激励等多种方式推动

中央企业经营业绩持续提升；狠抓提质增效，

不断发掘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中央企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抓紧抓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确

保 2021年完成三年改革任务的 70%以上。

严控风险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前

提。“国资委高度重视央企降杠杆、减负债、防

风险工作。”彭华岗说，国资委已建立了一套

央企债券风险防范机制，并将坚持通过一系

列“组合拳”，切实管住央企负债率、管住重点

企业和高风险业务。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中央企业如何调整发展方向？据介绍，目

前国资央企主要开展的工作包括稳步推进产

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稳步推进能源结构优

化、稳步推进能源资源高效集约利用以及稳

步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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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儒超 本报记者 李代广

作为一项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创新实践，7 月 16 日上午，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正式鸣锣开市。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承担交易中心职能，湖北碳

排放权交易中心承担登记、结算职能。浦

发银行行长潘卫东、副行长王新浩分别

在上海、武汉出席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启动仪式。

全国碳市场的启动将大幅提升碳交

易水平和规模，为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

拓展碳金融业务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创新碳金融产品服务

碳金融市场是成熟碳市场的重要组

成部分，有助于提高碳交易市场的有效

性，合理配置资源，吸引更多投资者，从

而增加企业的减排意愿、扩大减排效应。

浦发银行致力于发展基于碳排放权

等在内的各类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提升

碳资产融资的灵活性，拓展企业绿色融

资渠道。在碳金融领域，可提供涵盖碳资

产形成、持有、交易、投资、并购、注销阶

段的全生命周期金融创新服务。

今年 5 月，浦发银行携手上海环境

能源交易所，为申能碳科技有限公司落

地全国首单碳排放权（SHEA）、国家核证

自愿减排量（CCER）组合质押融资。将两

种碳资产组合运用，既充分挖掘了企业

SHEA 的资产价值，又有效释放了 CCER
对于节能减排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了

碳交易在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

通作用。

早在 2009 年，浦发银行就开始探索

发展碳金融业务，十余年来不断创新，落

地多项“业内首单”。早期以参与清洁发

展机制（CDM）项目为主，先后落地国内

银行业首单 CDM 财务顾问业务、CDM
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创新国际碳保

理融资业务等。

2012 年起，随着国内碳交易试点的

启动，浦发银行与试点交易所建立合作，

为企业和个人开立碳交易资金第三方存

管账户，并提供碳交易资金结算清算及

存管服务。此外，浦发银行主承销的中广

核风电有限公司附加碳收益中期票据

（碳债券），利率与发行人风电项目的

CCER 交易收益相关联，是国内首支债券

收益率同碳交易试点市场交易价格挂钩

的直接融资产品。

在碳资产抵押融资方面，2015 年，浦

发银行落地国家碳交易注册登记簿系统

上线后的首单 CCER 融资业务，通过动

态定价方案设计使企业享受到更加贴近

市场价值的押品定价，有效盘活了以碳

资产管理公司为代表的中小企业碳资

产。

在帮助企业减少碳排放的产品创新

方面，今年 6 月，浦发银行为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领域龙头企业———特来电，提供

了境内首单基础设施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关联贷款。将贷款的融资利率与企业的

碳减排量“环保绩效”指标、公益服务“社

会绩效”指标挂钩。依据行业协会提供的

权威数据，确保企业实现了上一年度指

标后，贷款利率进行阶梯式下调，最终可

实现 3.20%的优惠利率。

助电力企业“减碳”

全国碳市场开市交易当日，占全国

碳排放 40%以上的 2000 多家发电企业

作为首批交易主体，走进了这一市场。

“选择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有两个

方面考虑。一是发电行业直接烧煤，二氧

化碳排放量比较大；二是发电行业的管理

制度相对健全，排放数据比较准确，这是

开展碳市场交易的前提。”业内人士表示。

支持电力企业“减碳”、构建以绿色

新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系统，金融力量

不可或缺。

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是我国首

个海上风电项目、亚洲第一座大型海上

风电场。自 2010 年开始，浦发银行牵头

组建银团，累计为东海风电项目提供超

过 34 亿元的银团融资。同时将绿色信贷

与银团贷款相结合，增加碳交易收入作

为贷款还款来源，将东海风电的应收账

款作为贷款的质押担保方式，通过创新

产品结构设计、担保方式、再融资方案等

满足企业需求。截至 2020 年底，东海风

电共计发电 38 亿度，累计节约标准煤

11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317 万吨。

今年 4 月，浦发银行牵头主承销“国

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碳中和债）”，被国际

气候债券组织正式认证为气候债券，成

为国内市场首单非金融企业境内外双标

认证的碳中和债。债券发行金额 8.4 亿

元，用于支持旗下 8 座风力发电场建设，

总装机容量达 446.18 兆瓦，每年可减排

67万吨二氧化碳。

同时，浦发银行联席主承销“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三期绿色中期

票据（碳中和债）”，募集资金 45 亿元，用

于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换流站及部分输

电线路项目，助力实现西部清洁能源基

地电能直供中东部地区负荷中心，促进

全国能源资源布局优化。

浦发银行将抓住“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带来的战略机遇，围绕“碳排放权”

全生命周期打造一站式碳金融创新服

务，以“股债贷投”一体化的综合服务，着

力提升绿色资产规模和收益，推进业务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我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和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贡献。

全国碳市场开市，
浦发银行如何点“碳”成“金”？

■ 岳菊

随着我国新课改的发展,人们对中小

学课堂教学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

传统的以考试为目的的教学模式已经无

法满足现实教学的需要，就迫切要求教

师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以及质量。

而通过将信息技术与中小学课堂教学进

行结合，不仅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

同时也是中小学课堂教学的重要途径。

一尧 信息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背

景

1. 国家颁布系列政策强力推进教育

信息化

教育作为我国百年大计，在我国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教育

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而随着我国

教育科技的发展与进步，将信息技术融

入到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成为了教

师的重要教学任务。我国教育部门也相

继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在中小学

教学中，加强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不断

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以及水平，优化课

堂教学模式、促进教学方式的转变，提高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2.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项目促进技术

融入教学

技术的发展对于提高教学水平具有

重要的帮助作用，而教育也能够促进科

技的进一步发展。由于长期应试教育的

影响，使得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往

往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为教学目标，

而忽视了对学生进行整体素养的提升以

及学习兴趣的培养。这不仅与学生培养

的要求不符，同时也不利于教学水平的

提升和发展。因此将信息技术融入到中

小学课堂教学中，是技术与教育的有效

结合。尤其在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中，

教师更需要加强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

以此来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促进教学

效率的提升。信息技术也能够对优质数

字化资源进行配置，而对于学校来说则

需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对信

息技术的运用能力，从而促进义务教育

资源的有效平衡发展。

3. 学校和教师积极尝试信息技术与

学科教学整合

最后对于学校以及教师来说，在日

常的课堂教学中加强对信息技术进行应

用，不仅能够提高自身教学水平，还符合

新课改对中小学课堂教学的要求。而对

于政府教育部门来说则需要加强对信息

化项目的建设，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有

效应用信息技术。而采取何种方法来实

现信息技术与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有效融

合，并且成为教育部门发展教育事业的

有效途径，则成了教师以及学校共同关

注的话题。因此教师需要借助于信息技

术来加强对中小学课堂教学模式的改

革，不断优化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依托

于线上教育以及微课等方法，来促进课

堂教学水平的提升，使得中小学课堂教

学能够从单一的理论教学，向综合化方

向发展。

二尧 信息技术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

1.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流于形式

从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情况来

看，虽然在很多学校中教师都能够加强

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但是所起到的教

学效果仍然有待提升，并且教师在对信

息技术进行应用时，往往存在着流于形

式的问题，无法充分发挥出信息技术在

教育中的作用。很多教师只是在公开课

的教学时，才会使用信息技术，使得信息

技术成为了花瓶。信息技术在中小学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其目的是进行有效的

教学改革，提高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效果。

然而一些教师却违背了信息技术与课堂

教学融合的初衷。并且学生在学习时也

无法有效利用信息技术，例如教师在教

学中提出了通过信息技术来搜集相关资

料的要求，然而很多学生却无法利用信

息技术来完成这个操作，在互联网中只

能通过大海捞针似的复制粘贴来获取信

息。这种信息技术教学方式从形式上来

看，虽然能够提高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

通交流，然而却使得信息技术的作用无

法得到充分的发挥。

2.课堂教学存在技术滥用现象

在新课改的推动以及教学要求下，

很多中小学校都能够加强对信息技术进

行应用，然而从实际教学情况来看，在

应用过程中存在滥用技术的现象，一些

教师存在着不加选择地应用多媒体，在

课堂上缺少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不利于

营造出有效的课堂学习氛围。同时从教

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情况来看，很多时候

只是简单地播放课件，让学生在大量图

片、视频中来学习知识。这种教学方式

占用了较多的教学时间，却起不到应有

的效果，而是一味地去追求所谓的感官

效应。例如在 《原电池原理》 内容的教

学中，教师往往会直接使用信息技术手

段来模拟原电池所形成电流的过程，这

种教学方法直接应用信息技术而剥夺了

学生的思考时间，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的提升和发展。同时对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的发展与进步，也起不到应有的效

果。

3.信息技术应用层次普遍偏低

虽然在我国信息技术应用于中小学

教学中，已经有较长的时间，然而在信息

技术应用的方法方面，仍然处于简单地

使用幻灯片来呈现教材内容的形式，教

师往往将多媒体用作黑板。在中小学课

堂教学中加强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其

目标是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增进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活跃课堂

教学的氛围，然而如果仅仅考虑如何方

便教师进行教学，而不能从学生的角度

出发来进行教学，则对提高中小学课堂

教学的效果，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我

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的情况来看，在对信

息技术进行应用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

应用层次较低的现象，所以要求教师能

够提高信息技术应用的水平，符合中小

学课堂教学的要求。

三尧 以信息技术推动中小学课堂教

学效果和质量的策略与方法

1. 全面认识信息技术的重要教学价

值

中小学教师需要能够充分认识到信

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以及价值，

根据现实教学的需要来采取有效的方法

对学生进行教学。为此教师需要创设出

有效的教学情境，激发出学生的动机，

提高学生对教学的兴趣。信息技术的使

用可以有效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让学

生在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中，获取到更

多的教学内容。而教师则能够通过图文

并茂的方式来进行学习，增强对教学内

容的理解，使得学生获得更为丰富的感

官活动。例如在 《静夜思》 的教学中，

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为学生模拟出有

效的教学场景，提高学生对诗词内容的

理解。同时教师还需要利用信息技术，

来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中小学教师需

要摆脱传统的以课本为基础的教学理

念，将提高学生的视野以及素质，作为

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促进学生知识面

的开拓以及发展，激活学生的创新思

维。

2.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师生交互

其次教师还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来实

现教学资源的共享，从我国中小学课堂

教学的情况来看，在不同区域之间存在

着明显的教育资源差异化现象，而通过

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则能够有效弥补

教学资源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尤其对于

农村地区的学生来，能够更好地获取教

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资源分

配不均的现象。同时信息技术的使用也

能够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在课堂学习中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

学习氛围，使得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

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措施进行

解决。而学校也需要加强对教师进行培

训，提高教师对信息技术应用的能力以

及水平。将信息技术教学纳入到对教师

的评价体系中，提高教师对信息技术应

用的重视。

四尧结语

综上所述，在中小学课堂教学中加

强对信息技术进行应用，不仅是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的途径，同时也是信息技术

发展的要求，对于提高中小学教学水平

以及质量，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

此教师需要创新教学方法，提高对信息

技术应用的重视。

以信息技术推动中小学课堂教学

●大竹县文和友小吃店食品经
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5117240
067635）遗失作废。
●四川人多多医资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15M
A6AG66GXU）遗失作废。
●新都区新繁镇常兴中餐馆，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25
600664630）遗失作废。
●都江堰市纸煲宴烤鱼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5101810026857）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蜀鑫融创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3940531200）（原公司名
称：成都雨之鑫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核准通知书:(高
新） 登 记 内 变 字 【2017] 第
001612 号 ， 公 章 （ 编 号
5101095103949）法人章张俊华

（编号 5101009510088）、财务专
用章（编号 5101095103950）三个
印章销毁证，均遗失作废。
●四川同城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18235023594）声明作废
●兹有成都晨炜物流有限公司
车辆川 AAC000 道路运输证遗
失，证号 510114009220
●高新区俏哥谷小二小吃店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25101090228197）遗失作废

●成都汇川盈贸易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
101040168604）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格洛克广告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07000561797）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李启忠遗失四川西美投资有限
公 司 开 具 的 美 年 广 场 房 号
13-29-9 的房款收据 2 份，票号
0001144，金额 50000 元；票号 000
1352，金额 100000 元，声明作废。
●李素英遗失四川西美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美年广场房号：13
-29-7 的房款收据一份，票号 00
01145，金额 50000 元，声明作废。
●华粮拓荒牛农牧科技（成都）
有限公 司《营 业 执照》正本 、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510100MA674PY195） 遗 失 ，
特此声明作废。
●威远爱上家房地产经纪服务
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 91511
024MA67DXM80E）副本遗失作
废，特此公告。
●李鹏程（身份证号：510723198
803090011）不慎遗失成都荣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西
城尚锦 6-2-1103 的购房款收据

（票号：9019262，金 额：411770
元），声明作废。

●成都企茂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川
AN436Ⅴ号 009883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范会霞在成都
东泰商城有限公司缴纳的广东
凯度软床的质保金收据不慎遗
失，收据号：sk1710092394，收据
总金额 30000（大写金额：三万）
特此声明作废。
●大邑县三岔镇永乐村 17 组吕
存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510129112211170001J 遗失作废
●武侯区一口牛果木炭烤肉店
92510107MA62MHAC89 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卷式 2 份发票代码
051002000107发票号码 10958272
-10958273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成都柏菲格家具有限公司的成
都市青羊区国税、地税税务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5101053950759
46 遗失作废
●泸州金中亿贸易有限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泸州市龙马潭支行
开立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570003239501 账 号 :510501
63710800000562 遗失作废
●四川易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5
5644648044） 营业执照副本遗
失作废
●成都聚艾顶尖广告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
7MA62MP905C），营业执照正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北京花乡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
（周二）、7 月 29 日 （周四）、7 月
31 日(周六)举办“机动车拍卖
会”。拍卖标的以大众、丰田、本
田、日产、现代、品牌为主和其他
国有品牌系列的机动车，每场约
70 辆。请竞买人凭本人身份证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缴纳拍卖
保证金即人民币壹万元整。缴纳
方式：网银和银行汇款。拍卖时
间：当日上午 10:00；预展及办理
竞买登记时间：拍卖开始前 2日；
预展地点：北京花乡旧车市场内
东北角博瑞现场拍展区；拍卖地
点：北京花乡旧车市场内东厅二
层拍卖厅。咨询电话：83638587
83638600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减资公告
成都乾煜易道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4
MA6BG6QH6G 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
元减少至 100 万元。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前往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宜宾润希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 5115020026345、财务
专 用 章 编 号 5115020026346、
袁 帅 法 人 章 编 号 5115020026
348、发票专用章编号 511502
0026347 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内江市市中区隆携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20 万
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 45 日内
到公司清理债务。联系人：董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19909058667
内江市市中区隆携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7 月 20 日
●南京软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宜宾分公司公章编号 511502000
5910 遗失作废
●康定市双勇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开户银行：甘孜州农村信
用联社股份有限公司）印鉴卡
编号：300002 遗失作废
● 刘 侠（身 份 证 号 码 ：510102
195809215358）位 于 成 华 区 双
林路 293 号 1 栋 3 单元 2 楼 37
号房屋的补偿安置合同不慎遗
失，合同备案号：15137330，合同
编号：149796，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四川源润天开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
6MA6CMJWJXC）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
到 10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于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成都五人行科技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35704XM）正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欣荣卤菜店营业执照
（ 注 册 号 ：510107600177440）
正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
声明：简阳市涌泉镇清河村二
组村民袁耀智身份证号码 5110
27194601015574，农 村 土 地 承
包经 营权证（权 证编 号 ：5120
81022007020056J）遗失作废
●武侯区锦成策划咨询工作室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7MA64Q5YU93，经 营
者：罗丹）副本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美绽美整形美容医院有

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
证 编 号 ：JY35101080100861）
副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中海国展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8MA65MWBC8P）正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7年

02 月 13 日颁发的注册号 5100
00000281865 的四川慧达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各 1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2021 年 7 月 20 日
●黄运波购青白江欧城 9-2204
号 房 款 票 据 （购 房 收 据 号 ：
00061341，金额 12 万元；契税发
票号：00104344，金额 8287 元）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悦白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F4685G） 副 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共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赵 梦 秋 法 人 章（编 号 ：510109
5417880）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启利商务信息咨询服
务 部 公 章（编 号 ：5101095516
02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鸿东润建材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9K0697U）正 本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青羊区嘴壳子小吃店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5MA6DE3WG9T，投 资
人：徐勇）正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市启沃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
075535885966）经 股 东 会 议 决
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新华保险陈秉泽执业证 0000
1951010000002020008011、 宋
依繁 执业 证 0000195101000000
2020006886、罗晓 莹执 业 证 00
001951010000002020002096、
张雪玲执业证 00001951010000
002020001331、罗 勤 执 业 证 00
001951010000002019006368 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川宇佳源招投标代理有
限公司柏爰良法人章（编号：
5101099940653）遗失作废
●新华保险郭真超执业证 0000
1951010000002019000749、 尹
雪莲 执业 证 0000195101000000
2019000433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海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车牌号为川 A4Z9W1 的运输证
（证号 00136582）遗失，声明作废

东方国际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7月 28 日举
办慈善拍卖会。本次拍卖会我公
司收取的拍卖佣金将全部用于公
益事业，并通过我公司网站公示。
预展时间：7 月 27 日上午 9:30，
请致电我公司预约，凭北京健康
码入场。预展地点：我公司展厅；
拍卖时间：上午 9:30，下午 13:30；
拍卖地点：我公司拍卖厅；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六区甲602
号楼；咨询电话：010-66573668

叶执业证曳登报声明
兹有以下 28 位跟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成都中心
支公司解除了保险代理合同关
系，其所持有的《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已注销，在《保险代
理合同书》约定下的一切权益和
授权均终止，以下人员不得继续
使用无效的执业证书和保险代理
合同书从事任何业务活动，否则
由此造成的损失公司将有权向

您进行追偿，其他相关的法律责
任由您本人自行承担。特此声明
王鑫 020003510199800020160338
92 李骑汕 0200035100008000201
2001131 李铮 0200035101998000
2018003433 彭伟 0200035101998
0002018003601 谢仁美 02000351
019980002018006778 邹惠 02000
351019980002018006534 王涛 02
000351019980002018006622 黄黔
蓉 02000351019980002018002320
杨佳 020003510199800020150083
25 刘娣 020003510199800020180
06340 邓丽娟 0000275101010000
2020003269 齐艳艳 02000351019
980002018003239 罗红 02000351
019980002017014337 陈玉蓉 020
00351019980002017002908 邓 文
广 02000351019980002017015635
成琳 020003510199800020180047
66 杨珺 020003510199800020180
07279 陈莉 020003510199800020
18006760 赵芳 020003510199800
02018007625 杨麒平 0200035101
9980002018009456 李桦荣 02000
351019980002018008697 刘小凤
02000351019980002018041621 刘
倩 02000351019980002018033154
刘颖 020003510199800020180104
42 李耔桥 0200035101998000201
8019089 杜泉宏 02000351019980
002018010725 吴红英 020003510
19980002015022961 陈依然 0200
03510199800020180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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