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荫图为海南省工商联与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民企“走出去”提供金融支持。

11月 12日，上海市德州商会在沪揭

牌成立，任泽世当选首任会长。上海市委统

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黄国平，山

东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党委副书记、副主

任陈金秀，德州市人民政府驻上海联络处

主任陈雪峰，上海市山东商会会长高洪彦，

以及上海市德州商会监事长刘登成，副会

长缪娜、张凌云等出席揭牌仪式。

上海市德州商会秉承“和谐、大气、

发展、共赢”的宗旨，团结上海各界人士，

旨在共同促进沪德交流与经济建设。商

会目前已注册会长、副会长单位 12 家，

会员企业 120 余家。

任泽世在发言中表示，山东人文和

海派文化的相容性非常高。商会要发挥

儒商传统，构建好德州人的在沪之家，温

暖在沪山东人；更要站在上海高度，整合

资源，解放思想，积极实时转型。最后，他

以三个“用心”表态：商会人将坚定不移

地走正道、树信誉，让德州商会成为山东

在上海的一张名片。

陈雪峰代表德州市人民政府驻上海

联络处向上海市德州商会的成立表示热

烈祝贺。他说，上海市德州商会要当好在

沪德州企业家的和谐之家、幸福之家，同

时也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反哺家

乡，带动更多企业共同发展。

高洪彦代表上海市山东商会向上海

市德州商会表达了热烈祝贺。他表示，商

会要坚定不移地树立服务职能，利用品牌

效应，提高社会知名度。同时，省商会、各

地市商会要密切联系、加强互动、资源信

息共享，在上海这片创新高地、创业热土

上共享机遇、共享成功、共创美好未来。

陈金秀表示，商会的成立提供了沪

鲁两地深化交流、密切合作的新通道，搭

建了在沪德州籍企业家凝聚乡情、汇聚

力量的新平台，擦亮了宣传德州、宣传山

东的新窗口。

黄国平指出，上海市德州商会的成

立，标志着在沪德州籍企业家迈进了团

结协作、共谋发展的新时代。商会要组织

会员企业主动学党史，教育年轻人感恩

党、跟党走，将“爱国、诚信、敬业、进取”

八个字牢记心中，牢记党的使命，紧跟党

的步伐。

据介绍，上海市德州商会的揭牌成

立，将开启德州企业家在上海发展的崭

新篇章。在沪德州籍企业家将坚守事业、

办好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共同为上海

市和德州市两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

量。 渊鲁德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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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钢铁是江苏省常州市工商联副

主席企业，创业 20 年来，中天钢铁从一

家地方小型钢厂，逐步成为全国有名气、

江苏有地位、常州顶梁柱的国家级钢铁

联合企业。集团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始终

牢记社会责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企业要致富思源、义利兼顾”的要求，积

极响应国家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战略，

热心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自 2001 年集团成立以来，已累计上

缴各类税收超 270 亿元，社会捐助超 8
亿元，在修桥铺路、帮困助学、抗洪抢险、

抗震救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积

极贡献中天力量。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

2001 年至今，集团累计向省、市、区

各级光彩事业促进会等慈善组织捐赠超

2.4 亿元。

其中，捐赠江苏省慈善总会、省光彩

事业基金会 60.65 万元，捐赠常州市慈善

总会、市光彩事业促进会 2550 万元，捐

赠武进区慈善总会、区光彩事业促进会

1.95 亿元。支持村企共建、参与扶贫帮困

等地方建设，累计捐款超 7500 万元，其

中，在 2011 年 9 月集团成立十周年之

际，一次性捐赠横林、遥观、奔牛三镇

3000 万元，创造了当时全省单笔光彩基

金之最。

参与抗旱抗震抗疫等救灾活动，累

计捐款超 5500 万元，其中，援助汶川地

震、西南干旱、玉树地震灾区 1500 万元，

特别是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际，集

团一次性捐出 4000 万元支持政府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

2021 年 9 月，在集团 20 周年厂庆之

际，集团节省庆祝经费，一次性拿出 2000
万元继续支持地方公益事业，其中 1000
万元捐赠至奔牛镇“银杏”教育基金会，

主要用于奔牛教育教学水平的改善和提

高；1000 万元捐赠至常州市光彩事业促

进会，主要用于奔牛镇医院医疗设备采

购、医疗条件改善等。

大力支持体育事业

集团在全心投入社会公益事业的同

时，累计投入超 1 亿元，大力支持体育事

业。

2010 年，捐赠第十七届省运会 500
万元；累计赞助 CBA 篮球联赛 3700 万

元；2014 年，入主江苏女排，成立江苏省

首个职业排球俱乐部，并累计投入超

4300 万元，用于女排发展（江苏女排在

2017 年一举夺得全国女排联赛冠军、天

津全运会冠军，实现一年双冠的辉煌，并

为国家女排输送了多位国手）；2019 年，

与中国网球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每

年注资 500万元，支持网球事业发展。

发展教育培育英才

2008 年集团一举投资 1.5 亿元创立

常州市中天实验学校，每年投入上千万

资金用于常州经开区、奔牛镇等地区教

育事业，为打造地方教育高地添砖加瓦。

同时，集团以培育杰出英才为主线，

累计投入超 2.4 亿元，资助东北大学、北

京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安徽工业大学、

前黄中学、奔牛实验小学等院校，发展教

育事业。

分别于 2010 年、2013 年、2017 年、

2018 年，在苏州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上海大学成立“中天钢铁教育基

金”，用于支持人才培养、学生创新创业

活动，以及设立学院。

凭借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实的慈

善贡献，集团先后获得“中国公益慈善十

大影响力企业”、“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

任优秀案例”、“江苏慈善奖‘最具爱心慈

善捐赠企业’”、“常州市红十字人道博爱

奖”、“常州市慈善事业突出贡献单位”、

“武进区红十字人道救助功勋单位”等荣

誉称号。

立足新的起点，中天钢铁将围绕“炼

就非凡品质、构铸人类生活”的共同使

命，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阔步前进，努力

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

社会的典范，打造一座具有持续竞争力

和创新能力的大爱钢城！

渊江苏省工商联冤

荫2021 年 9 月集团成立 20 周年，捐赠 2000 万元支持奔牛镇教育卫健事业。 陈明 摄

常州中天钢铁：公益捐赠累计超 8 亿元
生动诠释“光彩精神”

又一“国字头”商会
落户“淮海”
■ 王正喜

10月 26 日，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微型

车辆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推选淮海控

股集团担任专委会的第一届会长单位，淮海

控股集团董事长安继文当选首任理事长。这

是继 6 月 11 日中国摩托车商会三轮摩托车

分会挂牌成立，安继文担任三轮摩托车分会

会长之后，淮海控股集团迎来的第二个“国字

头”商会。此前成立的三轮车分会，是摩托车

商会成立的第一个产品类分支机构，通过三

轮车分会这个平台，可有效解决三轮车行业

企业所关心的问题，从而精准化地服务行业。

新成立的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微型车辆专

业委员会，不仅有利于形成行业标准，有利于

微型车辆企业抱团“出海”，而且对徐州的微

型车辆转型升级具有良好促进作用。

淮海控股集团安继文当选首任理事长，

可以说选对了企业、选对了人、选准了时机，

有利于促进“六稳”“六保”工作，积极开拓微

型车行业更加美好的明天。

抱团拓展
微型车辆海外全产业链

“我们要向全球推广优秀的中国商业模

式，不仅仅淮海一个企业做好，还要带着整个

微型车辆行业‘抱团’走出去！”安继文表示。

安继文介绍，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

国微型车辆经过几十年的孕育发展，如今成

为世界上体量最大、产业链条最完善、各项配

置要素最齐全的全球第一微车强国，两轮摩

托车、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三轮摩托车

以及新能源汽车在内的各类微型车辆，国内

产销量已达到 8000 万台以上。庞大的产业基

础、健全的产业链配置，领先的技术优势，尤

其是锂电化领先优势，使中国微型车辆产业

已具备向国外输出的能力和实力。

专委会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行业“走出去”

有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有力促进中国的电动车

产业实现国际化。安继文说，中国电动车产业

已经成熟，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体系，配

套分工体系已比较完善，基本上不存在核心技

术被境外“卡脖子”问题；微车产品已经过世界

上最大市场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把这个产业

移植到国外已经驾轻就熟，基本上不存在技术

障碍。人口数量庞大的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以及

南美洲和东欧等国家，对中国的电动车产业持

开放接纳的态度，给我们的电动车产业进入国

际市场提供了广阔舞台。

微车行业要加快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需要打通整个产业链，并不断补链、壮链、强

链。专委会要对产业链发展方向进行梳理和

规划，细化不同阶段产业发展重点，提升短

板，加快完善生产链条，引导微车国际产能合

作向更大规模、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推进。特

别要坚持绿色低碳，促进绿色智造，推广新能

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微车，让交通更加

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我们这几年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希望

把优秀的中国商业模式向全球推广，不仅仅

是淮海一个企业做好，还要带着整个行业抱

团走出去，在海外发展形成‘中国微型车辆产

业园’。”安继文表示，“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市

场需求开发不同类型的产品，完善上下游产

业链，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商业模式，脚踏

实地迎接未来。”

“双循环”助推
微型车企业“走出去”

目前国内对两轮、三轮摩托车和电动车

的市场消纳能力强大，但市场饱和度趋于临

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欠发达国家和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机会却极为广阔。

这是微型车企业“走出去”的好机会，也是

成立专委会的初衷，可以协助企业做好出海

事务。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微型车辆专业委

员会将主动呼应微型车领域的需求和期待，

积极支持企业稳妥有序、联动出海开展投资

与产能合作，为实现双循环新格局集聚发展

动能。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会长和振伟表

示，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成立于 2004 年，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协助政府有关

部门和企业“走出去”投资发展做了大量富

有成效的工作。淮海控股集团是国内微型车

辆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创造了巨大经济社会

效益，在全行业有着极高的影响力和示范效

应。

安继文对记者说，成立中国产业海外发

展协会微型车辆专业委员会是落实“新发展

理念”的体现。微型车辆专委会将积极联合行

业会员做优做强产能规模，以及维护本行业

发展利益；积极推动和服务于微型车企业参

与“走出去”发展；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积极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行业诉求和意见建

议；积极协调企业间规范经营行为和打造产

业品牌，维护行业正当权益和信誉。

淮海控股集团将不负期待、勇担重任，聚

集市场要素和产业资源，按照专委会发展方

向和宗旨要求，负起行业领军责任，建好行业

联合机制，通过 5G 等新技术和数字化跨境电

商平台，促进微型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扩大

国际化市场规模，努力把微型车产业链和供

应链做优做强做大。

■ 郭钇杉

近年来，海南省工商联紧扣自贸港

建设，聚焦企业需求，不断创新工作方

式，专门下发通知，市县两级同步组织，

多措并举开展“两送一防”活动，引导服

务全省“走出去”民营企业科学防控疫

情、有序复工复产、有效防范风险，为民

营企业“走出去”护航，助力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创新方式 为企解忧送政策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社会形

势，为助力“走出去”企业更好地适应新

环境、面对新变化，海南省工商联认真落

实全国工商联要求，以推动“走出去”民

营企业防控疫情和复工复产为重点，不

断创新工作方式，精准推送国家和海南

省相关政策。

其中，创新推出《支持民企复工复产

海南省工商联在行动：应对疫情支持民

营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汇编》网

络发布平台；编发《海南省民营企业“走

出去”咨询快报》共 27 期；持续推出《海

南自贸港建设政策汇编》《海南自贸港建

设招商推介汇编》《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

政策汇编》，让企业随时掌握国家和海南

自贸港的各项政策措施，既有效服务了

民营企业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精准

性、针对性，又增加了“走出去”民营企业

获取政策信息的便利感、获得感。

为了更好地服务涉外民营企业自信

安全“出航”，海南省工商联多措并举。组

织民营企业参加全国工商联“助力民营企

业走出去”微讲堂、2021护航民营企业“走

出去”专项行动启动会、“促进区域及国际

贸易引领经济增长———‘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参加由江泰国际合作联盟和江泰

全球救援联盟主办、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

会支持的第七届“2021中国企业走出去风

险发布会”直播网络大会等活动。通过系

列送政策服务，助推海南省民营企业高质

量“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推

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

在海南省工商联的指导下，海南省

各市县积极搭建惠企政策宣传平台，助

推政策落实落地。

文昌市工商联加大海南自贸港建设

政策宣传。举办自贸港建设专题讲座 5
期，邀请专家学者结合文昌市民营经济

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解读《海南省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及相关政策，引导

民营经济人士在自贸港建设中抢抓机

遇，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专门针对

罗非鱼出口上门送政策，组织律师进行

风险防控讲解，与科工信局、财政局到企

业开展“贷款贴息”服务，与税务局上门

进行政策讲解等。

在惠企政策宣传方面，文昌市工商

联及时宣传优惠帮扶政策 5 类 73 项以

及支持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应对疫情政策

措施等涉企惠企政策，加大法律、金融新

政策宣传。联合检察院、司法局、科工信

局等部门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及时向企业宣传帮扶措施等，引导

和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用足用好政

策，促进企业发展。

深化合作 助企发展送服务

为充分发挥工商联“联”的功能，增强

服务“走出去”民企的能力，海南省工商联

协调搭建政企、银企、保企对接平台。

海南省工商联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公司广西分公司联合建立政策性出口信

用保险快速响应机制，共同下发《关于充

分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有效服

务外向型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的通知》，全

力服务海南外向型民营企业复工复产，

2020 年发动引导 155 家外向型企业投保

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建立防范风险

的“防火墙”。

此外，与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共同

搭建企业对接合作平台，联合下发《普惠

金融助力外贸民营企业行动方案》，为民

营企业提供专项金融服务；落实全国工

商联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战略合作

协议，发挥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引

导服务民营企业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中实现更好发展；向市县工商联和各省

级所属商会发出《进一步促进民营企业

“走出去”高质量发展》通知，鼓励民营外

贸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线上投

保出口信用保险，引导民营外贸企业用

好中国信保“信步天下”APP、“小微资信

红绿灯”“小微学院”等线上服务，切实增

强民营企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中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海南省各市县工商联相继开展“送

政策、送服务、防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两

送一防”专项行动，实现多措并举，问需

于企，精准对接。

文昌市工商联举办了多场银企对接

活动，宣传信贷政策、推介服务企业金融

产品、促进银企合作，相关金融机构依次

进行政保贷政策和金融产品介绍，并举

行面对面沙龙座谈会，了解企业需求，现

场答疑解惑，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

问题，126 家企业参与活动。

多措并举 帮企纾困防风险

据记者了解，海南省工商联深入到

本地有境外投资和出口贸易的民企一

线，认真了解其生产经营状况和面临的

困难诉求，建立台账，及时向政府部门反

映企业的困难、诉求，积极帮助协调解决

遇到的问题，指导和服务民营企业防范

化解海外投资和对外贸易面临的疫情风

险和生产经营风险。

他们的具体做法包括：积极帮助协

调洲际油气等“走出去”企业外派人员及

时注射新冠疫苗，让员工在海外安心工

作，企业安心发展；通过座谈等方式，了

解海马汽车、海南赛诺实业等省内外向

型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情况，帮助外向

型民营企业有效应对疫情；与海南省委

统战部联合召开在琼港澳企业座谈会，

深入了解在琼港澳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协助解决困难和问题，加快恢复生产。

与此同时，海南省工商联积极组织

企业参加全国工商联举办的“2020 海外

园区与民营企业面对面活动”，宣介海外

园区，帮助企业抵御后疫情时代“走出

去”风险；认真组织“走出去”民营企业做

好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数据库填报工

作，引导民营企业提高海外风险防范和

信用风险管理的意识与能力，助力民营

企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按照全国工商联“两送一防”行动的

要求，海南省工商联始终发扬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引导

鼓励民营企业紧抓海南自贸港建设历史

机遇，在全力应对疫情防控、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三个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努力打造

服务民企“走出去”的“海南样本”。

紧扣自贸港建设 构建新发展格局

打造服务民企“走出去”的“海南样本”

上海市德州商会揭牌成立

11 月 15-16 日，川煤集团华荣能源

柏林煤矿工会举办了机车司机技能比武

竞赛，来自运输队、掘进队的 46 名机车

司机参加竞赛。

此次竞赛分实践操作和理论考试两

部分，分别占 70%和 30%。实践操作内容

包括检查准备工作、起动、运行、减速停

车、故障判断及处理，理论测试内容包括

《煤矿安全规程》《煤矿矿井机电设备完

好标准》《煤矿机电设备检修质量标准》。

由机电运输科、运输队技术人员组成的

考评组从职工着装规范、机车检查、操作

规范、连车情况、机车启动、运行、停车等

方面进行逐一打分，再结合理论考试成

绩进行综合评比，来自运输队的机车司

机何光顺获得技能比武竞赛一等奖。

何永兴 唐正春 摄影报道

华荣能源柏林煤矿
机车司机技能比武
展风采

■ 范明 韩文慧

“由于发现及时，处理得当，避免了一起

翻机的严重安全事故及由此造成的财产损

失。刘锋过硬的岗位技能、严细实的工作作

风，是我公司每位员工都应该学习的榜样。”

11 月 12 日，河南濮阳市中原油田油气储运

中心收到一份来自新疆阿克苏中曼油气勘探

开发有限公司的传真，在一份“关于表扬刘锋

同志的函”中表述道。

立冬后的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地处天山脚

下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冷的让人直冒白

哈气。在此前一天早上，中原油田油气储运中

心阿克苏项目部技术人员刘锋驱车前往生产

现场巡查。刘锋所在的阿克苏项目部服务于

中曼油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由于正处在产

量爬坡阶段，新开的 21—4 抽油机井近几天

需要加密巡检，确保安全运行。当他一步一步

走近抽油机时，隐约听到一丝异响夹杂在电

机和减速箱嗡嗡声中，难以察觉。

为了查明真相，刘锋运用“望闻问切”巡

检法，一边围着抽油机转，不时地驻足聆听。

经过 5 分钟的甄别，终于发现异响来自于曲

柄处，他果断停机，经认真检查，发现抽油机

平衡块固定螺栓退扣滑动，立即汇报到采油

区，经及时整改隐患，避免了一起翻机的严重

安全事故及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

新疆阿克苏项目部现有干部员工 17 人，

2021 年 9 月，按照中原油田分公司人力资源

部关于优化采油厂外部项目人员管理改革方

案，根据外部项目分布区域和所属专业不同，

将文留和濮东采油厂新疆、内蒙古区域运营

的 9 个项目部，整建制合并划转到油气储运

中心管理，以提高外部市场专业化队伍经营

管理水平。

“项目部划转以来，在外干部职工积极响

应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党委号召，主动

担当，积极推进油田‘一主两服三优’工作布

局，即聚焦油气主业，突出中原气服和中原服

务两个品牌，充分发挥技术、产业、人才三个

优势，大力传承石油精神和弘扬石化传统，为

在十四五期间外部市场收入翻番工程争创新

业绩。”11 月 15日，油气储运中心经理、党委

副书记龚险峰介绍道。

■ 孙杰

“中小企业能办大事。”如今，从中央

到地方相关政策不断加码，支持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发展。作为北京市发展高精

尖产业的重要投融资平台，北京工业发

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北工投资”）

多年来持续深耕科创与高端制造业，已

助推 20 余家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及“小

巨人”。

陪跑十余年，
创新药企业填补空白

营业收入 4.56 亿元，同比大增 31%，

康辰药业今年上半年交出的成绩单颇为

亮眼。更值得期待的是，企业在研创新药

有望在胆管癌、食管癌、胆囊癌等方面实

现突破。

位于北京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

的康辰药业，成立于 2003 年。去年，这家

企业成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作为一家本土创新药研发企业，康辰

药业始终专注于自主研发国家一类新药

蛇毒血凝酶药物“苏灵”，并于 2005 年研

发成功。

当时，在市场推广急需资金支持的

情况下，北工投资充分调研后及时给予

资金“援手”，帮助企业一步步做大、做

强，实现产业突破。

2009 年，“苏灵”成功上市，打破了多

年来国外多组分止血药垄断中国市场的

格局，也填补了我国在蛇毒血凝酶领域

的空白。此后，这款新药被广泛用于减少

手术中出血以及控制术后、创伤及疾病

引起的出血，为国家每年节省血浆近百

吨，展现出较高的药物经济学价值。

与康辰药业类似，多年来，北工投资

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引导作用和杠杆效

应，通过“资本+服务”，助力中小企业研

发出多款“拳头产品”。

布局高精尖，
助推“小巨人”成长

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里，孕育着大

量具有技术专利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实

体。作为北京国资公司系统基金管理平

台，北工投资近年来深耕高精尖领域细

分行业，在“小产业”上做大文章，分行

业、分产业精准推进。

作为北京高精尖产业的战略投资

者，北工投资还承担着北京市 50 亿元高

精尖产业发展基金的管理，负责北京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营管理。

“我们积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杠

杆作用和管理能力，为中小企业创新发

展提供方向引导和支撑，实现产业的创

新引领和快速发展。”北工投资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基金已布局 31 个细分领域

和关键环节，投资项目实现精准突破，补

齐行业短板，将产品做到专业化、精细

化，助力企业成为“单项冠军”。

截至目前，北京高精尖基金已在融

合创新、新一代健康诊疗、集成电路、云

计算与大数据、通用航空与卫星应用、节

能环保等多个高精尖领域实现产业突

破，先后助力中勍科技、华脉泰科、天科

合达、柏睿数据、帮安迪、中科博联等 20
余家北京市企业发展成为国家级专精特

新及“小巨人”企业。

瞄准问题靶心，
为企业纾困开药方

疫情冲击之下，资金链问题成为不

少中小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在北京市经信局指导下，北工投资所属

国融工发运营的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为北京市专精特新及“小巨人”

企业推出了一系列精准化服务。平台对

接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中关村租赁等金

融服务机构，推广“专精特新”专属金融

产品，今年以来已累计对接企业 100 余

家次；邀请业内资深专家，持续为“专精

特新”企业开展专属政策及财务汇算清

缴培训，助力企业扫清政策难题。

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还通

过“创客北京”大赛梳理优秀项目给予重

点扶持，同时提供定制化创业资源和专

属服务产品，激发企业动力，帮助中小企

业通过“揭榜”的方式寻找最佳合作伙

伴。目前，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融通发

展的格局正在形成，北京市专精特新和

“小巨人”企业将获得更健康的发展生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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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市场上，目前的热点题材当属

元宇宙概念了，中青宝、新国脉、佳创视

讯等股票短时间内涨幅惊人。尽管目前

元宇宙尚处起步，距离真正实现为时尚

早，但并不影响这一概念所呈现出的巨

大前景。而作为元宇宙的关键组成部分，

或者说当下离元宇宙最近的技术或业

态，AI、VR/AR、云游戏等，都是正在被引

爆的领域。

11 月 12 日，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期

间，在由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举办的“5G 创新应用合作论坛”上，四川

虹魔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产业链各方

就围绕 5G 的创新应用与合作，以及内

容、社交、智能大屏如何切入元宇宙赛道

展开了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国脉在电视

大屏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虹魔方也在

此次论坛上就拥抱元宇宙、布局云游戏

等话题进行了分享，并获得了“最娱乐云

游戏大屏”大奖。从联合各方推动大屏云

游戏的普及，到不久前与新国脉等合作

伙伴推出 ADDFUN 自由屏新物种，虹魔

方正不断通过不同维度的创新，开启更

多大屏新场景、新业态。

火热的元宇宙，
爆发的大屏云游戏

虽然当下元宇宙的真正样貌还无法

彻底展现，但作为其关键入口的云游戏

等业务却正在爆发，尤其随着 5G 等网络

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云游戏日渐显现

出巨大的发展前景。

《2021 年全球云游戏市场报告》显

示，到 2024 年，云游戏付费用户总数将

达 6070 万，总支出将达 65 亿美元。此

外，由于现有云游戏服务内容广泛，加之

5G 网络快速扩张，中国则是云游戏潜在

用户数量最大的单一市场。

5G 时代，云游戏是大屏众多垂直赛

道中最具代表性的创新业务之一。一方

面，游戏业务本身就在能带来沉浸式体

验的大屏端拥有天然的发展土壤；另一

方面，对云游戏来说，随着电视大屏在软

硬件方面的不断升级，无论是网络基础、

技术支撑，还是终端配置、内容生态，都

有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条件。

如果将视角放大，云游戏其实并不

仅仅是游戏，还可以与家庭健身、虚拟陪

伴、虚拟聚会、文化体验等场景结合。更

近一步，云游戏接下来还可以拓展到云

电竞、云 VR 等领域。如此一来，不仅可

以为智慧屏时代的电视大屏开启更多新

的业务增量与价值空间，也能逐渐向元

宇宙靠拢。

所以，目前的智能电视大屏，早已不

再是单纯依靠影视内容支撑的阶段，无

论是终端形态，还是业务承载，都已经不

再自我设限，并在不断的破圈、拓界中寻

求升维之道。而当下正在起势的云游戏，

恰是各方玩家推动电视大屏突破原有边

界的代表方向。在此次的“5G 创新应用

合作论坛”上，以虹魔方为代表的产业链

玩家，也都给出了各自的解法。

ADDFUN自由屏，
开启云游戏“大”玩法

10 月 18 日，长虹、虹魔方与新国脉

等合作伙伴联合推出了大屏新物种

“ADDFUN 自由屏”。与市场上的其他电

视大屏产品不同，长虹与虹魔方没有继

续延续标准化思路，而是另辟蹊径，将

ADDFUN 自由屏打造成了一款可移动、

可触摸、可以横竖屏转换的产品。

以云游戏为例，ADDFUN 自由屏作

为全新家庭娱乐中心，在自由互动方面

全面创新、深耕细作，特别是与新国脉合

作，打造了一套云游戏软硬件一体的解

决方案，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手柄畅玩主

机大作，真正享受到沉浸式的家庭娱乐

体验。

在 依 托 虹 领 金 系 统 的 同 时 ，

ADDFUN 自由屏还搭载了天翼云游戏

2.0 平台，从 3A 大作到合家欢休闲，再到

专门面向家庭场景的体感健身类游戏，

用户无需单独下载安装，可以实现即点

即玩，彻底告别传统游戏的繁琐操作。

而一系列举措之下，ADDFUN 自由

屏也在极大程度地推动电视大屏成为云

游戏的主阵地。尤其是标配的可以实现

游戏一键启动专属游戏手柄，不仅解决

了用户单独购买手柄的痛点，也大大提

升了用户的游戏体验。

正如虹魔方在此次论坛上所提到

的：人类越是向“虚”而生，产业越需务

“实”而动。虚实之间，正是 ADDFUN 自

由屏这样极具颠覆性的产品进行连接、

发挥价值的地方。

作为 OTT 运营领域的代表品牌之

一，虹魔方一直在发挥自身技术、运营等

优势，与产业各方合作伙伴一起，对以云

游戏为代表的创新性业务进行深入探

索。在我们的注意力从物理世界不断被

迁移至数字世界的过程中，电视大屏无

疑是最代表性的入口之一。从虹魔方的

一系列布局中也不难看出，拥抱元宇宙，

深耕云游戏，虹魔方正在依托虹领金系

统所覆盖的 4600 多万电视大屏终端，通

过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进行着

多维突破。 渊钟和冤

虹魔方获得“最娱乐云游戏大屏”大奖

大屏云游戏迎来新风口
长虹虹魔方拥抱元宇宙

11 月 8日，首列由成都开往波兰热

平（Rzepin）的中欧班列从成都国际铁路

港发车。至此，成都中欧班列境外站点新

增至 67 个，也是今年成都中欧班列开辟

的第 9 个境外新站点。

成都国际铁路港经开区管委会相负

责人介绍，该列班列搭载电子产品、汽车

配件、百货等货物，抵达热平站后可直接

通过铁路向西辐射至德国科隆、荷兰鹿

特丹，向东可铁路直达波兰波兹南、华沙

等地。“成都-波兰热平线路的开通，不仅

是成都中欧班列开行站点的增加，更是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在欧洲线路网络上的

进一步拓展，为拓宽欧洲市场、丰富贸易

通道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都国际铁路班列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伟琨表示，为保障成都至波兰热平

新线路的顺利开行，该公司在做好疫情

防控和班列运营组织的同时，对接境外

运输代理及口岸代理，以保证对班列运

行情况的全程盯控，让客户能及时、准确

得到运踪的更新信息。

据介绍，截至目前，成都中欧班列今

年共计新增了俄罗斯圣彼得堡、荷兰阿

姆斯特丹、英国费利克斯托、波兰格但斯

克、德国罗斯托克等 9 个站点。

渊陈昊/文 青白江区委宣传部供图冤

“朋友圈”再扩大 成都中欧班列境外站点增至 67 个

产业引导基金发力

北工投资助推 20 余家企业长成专精特新“小巨人”

一次聆听
避免一起翻机事故

●成华区安之伴内衣店(注册号:
5101083104881)熊小华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青羊区木海拉面馆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JY
25101050005517）遗失作废
●温江大四喜青蓉茶食铺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
JY25101150125329(1-1)）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平浩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00MA6DEBQE6D，
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遗失，声
明作废
●太平场社区 2020 年 11 月 2
日开具给太平街道办事处的四
川省村集体经济组织专 用票
据 ， 金 额 3996 元 ， 编 号 ：
0107084237。因第二联收据联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腾凯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证 号 ： 川 交 运 管 许 可 成 字
0114515 号，车牌号川 A42R2N，
证 号 ： 川 交 运 管 许 可 成 字
0056683 号，车牌号川 A24VL5，
声明作废。
●金牛区付江南健康信息咨询
服务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600662637 遗失作废

关于颐海渊成都冤食品有限公司
简阳调味品生产基地项目
规划设计调整方案的

公 示
我单位为集约用地，对该项

目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建筑面
积为 104448.53㎡，现依法进行
公示如下。

一、公示期时间：2021 年 11
月 1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7 日。

二、联系方式：
市规自局联系人及电话：陈娜，
028-27221836
联系人电子邮箱：170366631@
qq.com。
简阳市公证处地址：简阳市人民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一楼。
联系电话：028-27028736

三、相关厉害关系人如有异
议可在公示期内提出，要求听
证的请以书面形 式向市规自
局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逾期
不予受理。

简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 年 11 月 17 日

●旌阳区北海管道管件物资经
营部，张凯法人章遗失作废
●成都新方九星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
0107000758875）特 此 声 明 ，
遗失作废。

●四川省大山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000000011296）特此声明，遗
失作废。
●青羊区代小代咖啡店，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5101050164524） 遗失
作废。
●四川美朵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金牛店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6MA6C7BB31N）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大成市场六区 2 楼 A-163 号
张琳所持的收据号 0064393 保
证金收据原件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四川德文天鑫工程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100005975184772）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由人民币 1888 万元减少至
200万元。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
●四川安琪新生家庭服务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80912524804）营业执照
正本、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众望饲料厂，营业执照
正副本 （注册号：28983165-6）
遗失作废。

清算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四川御龙房地产
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决定解散。清
算组由龙小静、郁聪等人组成。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前往成都市锦江区新南门东
南里滨江东路星河名都 1 幢 2
单元 8 楼 1 号向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联系人 ：龙小静
电话：15982451258

2021 年 11 月 18 日
●四川世纪兆通物流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副本）川交运管许可成
字 510107034304 号（证件有效期
至 2022 年 01 月 24 日）不慎遗
失，特别声明作废。
●成都西南民院产业开发服务
中心，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01809856），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510107732345960）均
遗失作废。
●成都蜀悦西部旅行社有限公
司企业迁移登记调档通知函（青
羊）登 记 内 准 迁 核 字 [2020]
第 34976 号遗失，声明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华阳愫心
装饰材料经营部公章（编号 51
0110003647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北超稀土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28983720-6），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税号：4494286）均遗
失作废。
●减资公告：成都瑞友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
1076721981360）经股东会决议决
定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 万元减少至 520 万元。请各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债务担保的请求。
●广元鹰翔商贸有限公司在绵
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广元人民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 核 准 号 ：J6610002154401、账
号：70071300000351）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情况说明
原四川永阳劳务有限公司 于
2018 年 5 月将潘开平（身份证号
码：511602198806288094）挂靠到
公司，但一直没有为其缴纳社保
费用。在 2019 年 7 月，四川永阳
劳务有限公司转让给我方，并改
名为成都兴瑞吉海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潘开平与成都兴瑞
吉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没
有劳务关系，特此登报说明。

●成都美啦科技有限公司基本
存 款 账 户（账 户 编 号 ：J65100
87388302， 账 号 ：7320015480
0002001，开户银行：浦发银 行
成都天府支行）遗失，声明作废
●黄体状、董秋姑购买万景峰
二期的购房收据（收据编号：
D0011478、D0011490、D00114
88、D0011489）遗失作废
●四川源丰达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ACHRQ328）正
副 本 、公 章（编 号 ：51011002
92799）、财 务 专 用 章（编 号 ：
5101100292800）、发 票 专 用 章
（ 编 号 ：5101100292801）、史
忠 鑫法人 章（编 号：510110029
280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岷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2002MA
6BFARC70）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减少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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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士孙绿柳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8MA63G00H75） 正 本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学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
6DE8LM1Q）经股东会议决定，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少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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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西南民院芳芳小食店，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28969432-1）遗失作废。

减资公告
四川兴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
69KA491H）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册 资 本 由 伍 佰 万 元 减 少 到
伍拾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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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成都伍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B2G9Q28）经股东会议决定，注
册资本 由 500 万元减少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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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茂林签订的《棚户区改造房
屋模拟搬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编
号产 2-210 号遗失，特此声明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志全高粱
酒门市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15101120013349 遗
失作废
●龙泉驿区龙泉街办周记龙城
家常菜餐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251011200
50027 遗失作废
威特斯国际洗衣店登报声明

本店在龙泉驿区北京路 88 号现
发现市场有伪造卡，声明没有本
店签字和 1000 号以上的卡为无
效卡，若有侵犯本店商誉情况，
本店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川众和泰招标代理有限公
司开具的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051001900104 号码：68424
849 金额：9000 元遗失作废
●四川凯西祥荣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JY351012
90012928 遗失作废
●陈怡，梁桂如遗失成都市锦江
区菱窠路 555 号滨江樾城项目
购房合同(编码:ZHJC3357，时间
2021 年 9 月 10 日，金额 20000
元）声明作废。
●李崇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11024MA692Q7453 ）遗失作
废，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贺成（身份证号码:
511027197512236192) 不慎遗失
2010 年 12 月 6 日与双流蛟龙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签定房号为蛟
龙工业港双流园区海港广场 16
栋 3 层 7 号房屋编号为 2052280
金额为 5000 元整、编号为 20527
41 金额为80106 元整及编号为
1028776 金额为 36474 元整的蛟
龙企业集团现金收款收据第二联
原件各一份，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夹江县小匠豆腐乳店，食品经
营 许 可 证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5111260055497）正本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四川弘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4MA6CF5PG47 ，营业执照正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弘耀富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4MA6CF5PG47 资质证书 号：
D351831393 安 全 生 产许 可 证
号 ：（川）JZ 安 许 证 字 [2019]
000984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辽宁途途网约车运营服务有
限公司遂宁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900MA64FQG
737）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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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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