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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地产行业黄金 10 年的远去，
安全门企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目前，中国的安全门企业多为民营企业，
而且地域分布分散，多数企业存在实力
小、规模有限、资金短缺、创新滞后、设备
陈旧、发展困难等问题。如何突破产业

瓶颈，合力将产业做大做强备受各方关
注。

“虽然现在安全门行业形势并不乐
观，或许小的差的企业会倒闭，但是对于
我们大企业来说是好事，因为消费者认
可的始终是质量更好的产品。”作为国内
安全门行业的领头羊，亚萨合莱集团大
中华区安全门总裁钟赞耀表示，安全门
行业此时出现的瓶颈，对企业来说是挑
战也是机遇。

2010 年亚萨合莱集团对中国安全
门领先品牌盼盼实施并购，并于 2013 年
完成并购，盼盼由民营企业正式转型为
外方全资企业。在过去几年里亚萨合莱
集团在生产管理方面不断提升，公司对
产品的质量要求很严格，建立责任追究
制度。“只有每一个生产环节做好了，产
品质量才不会出现问题，如果只是依靠

最后检查环节的话可能问题已经发生
了。”钟赞耀说。

盼盼也对本轮市场机遇持有同样态
度。近年来，盼盼陆续开发了盼盼牌防
火门、钢木门、全自动车库门等 10 余项
新产品,100 多个系列,获得了 40 多项国
家专利。与此同时，盼盼围绕主业开发
新产品，形成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盼
盼安全门产品系列。

仅仅是过硬的质量和优质的产品还
不足以应对危机，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
不景气同样影响了国内安全门行业的发
展，如何拓展销路开拓市场，成为企业领
导者着力思考的问题。盼盼将行业瓶颈
的突破口转向了大客户，不断完善大客
户部，成立研发中心和策划中心，通过和
地产商的直接合作加强联系，开拓潜在
新市场，将亚萨合莱盼盼品牌推向更广

阔的市场。另外，盼盼着重加强了对经
销商的管理，制定严格的指标，不断打造
经销商队伍，进一步规范盼盼的销售渠
道。目前亚萨合莱盼盼全国大概有近
2000 家经销商，为了提升全国市场的服
务能力，公司成立了新的销售管理团队，
负责销售、推广以及经销商团队管理的
规划。

亚 萨 合 莱 亚 太 区 总 裁 Magnus
Kagevik 认为，“虽然现在中国住宅市场
转冷，但办公室、购物中心和基础设施等
商业和工业项目继续助燃需求。另外，
中国的财富增长带来了日益庞大的中产
阶层，这将进一步推动对更精密的安防
方案的需求，尤其是电子门锁及机电替
代产品。多样化的产品线以及品牌间的
整合，将能很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全新
需求。”

市场收缩致安全门行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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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给物流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会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当 3000 多万货车
司机带着手机移动，能否打造一个移动
互联的物流 O2O平台？

为货车司机和货主提供一体化服
务，让物流产品可以智能配货、在线调度
管理、GPS 定位追踪发货、线上支付结
算⋯⋯4 月 27 日，国家交通物流公共平
台牵手传化物流，发布了服务物流园区
信息化的“互联网+物流园区”产品体系
——园区通。4 月 28 日，公路物流全国
数据中心正式上线。同时，作为传化构
建公路港物流运营体系的重要节点，传
化集团富阳公路港启动，它将调度利用
传化全国网络的运力信息和数据资源。

信息共享 致力园区互联

浙江富阳传化公路港物流大厅人头
攒动。这里是交易中心，司机和物流公
司可以车货交易；这里也是配货中心，司
机可以用 APP 随时随地配货；这里还是
提货区，只要扫一扫货物上的二维码，就
可以查到货物信息。一位货主告诉记
者，他在物流大厅每天能完成近 10 单配
货，“这里很方便。交易大厅旁边还有

‘司机之家’、税务部门等，一站式服务。”

目前，我国 2000 万辆物流卡车的
空载率高达 40%以上，物流信息开放不
足是导致空载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当
下物流信息化发展迅速，但仍存在重复
建设、“信息孤岛”现象严重、信息系统间
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而打造物流业公共信息平台就是解
决上述问题的答案。

此次国家平台联合传化物流集团推
出的互联网物流产品——园区通服务产
品体系，是一个以全国公路港为基础、物
流园区为载体，基于货车司机用户的移
动互联 O2O 平台，为货主、司机和物流
企业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务。打个形象
的比喻，园区通就好比是物流园区的信
息管家。园区的各类物流企业，无论是
遇到外在形象建设上的问题，还是内部
经营管理的问题，都可以求助园区通。
目前，园区通产品已在传化物流各园区
开展应用，通过物流园区间业务信息的
互联和共享，实现园区间业务协同作业。

结合对公路港和园区通产品的调
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王微认为，传统物流业已经站
在了“互联网+”的风口上，将开启新一
轮的发展格局。物流产业平台化和集群
化将是大势所趋。在物流与互联网结合

的平台上，货运企业、物流企业、货主企
业之间能够实现信息共享。货物和车辆
资源的大量集聚，能够形成相当可观的
物流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副
总工程师金键也肯定了物流行业的“互
联网+”恰逢其时。他表示，借鉴互联网
思维模式的物流平台具备较大商机，尤
其是物流业的大数据应用。物流是“互
联网+”时代最容易面对巨量客户群体
的途径，其中蕴含着重大的大数据分析
和实施的价值。

联手企业 推出商业服务

此次国家物流平台联手企业，共同
推出园区互联市场化服务，传化物流是
第一家。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国家平
台与企业的合作？

国家平台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传化物流开启了园区“公路港”模式，
通过合作，国家平台可以接入传化物流
的全国网络园区信息，迅速获得园区通
导入的海量园区互联用户，构筑“物流信
息高速公路”，推动园区互联互通。

对此次合作，传化物流集团董事长
徐冠巨说，与国家平台的关系就像车与

高速公路的关系。传化公路港是车，国
家平台是高速公路，没有路，再好的车也
跑不起来。业内专家指出，此次联手合
作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各自的优
势，实现合作共赢。

“物流之痛就是制造业转型之痛。”
徐冠巨说。从切身感受的物流之痛谈
起，他介绍到园区通能够解决公路物流
网络运营系统的三大痛点。一是解决信
息系统缺失。司机轻点手机，路上就能
配货，配货时间从原先的 72 小时缩短到
6至 9小时；二是解决保障系统缺失。园
区通能为司机提供吃住行购娱一卡通服
务，为货车提供维修、保养等一站式服
务；三是解决金融系统缺失。它能为货
运交易提供线上支付平台，为司机买车、
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小额贷款等。

当谈到接下来的发展，徐冠巨告诉
记者，“我们是线上线下同步发展。下一
步，传化将依托公路港夯实保障体系、诚
信体系、标准化流程等线下基础，借助国
家物流信息化平台，拓展线上业务。”

站在“互联网+”的风口，公路港能
够做到互联网+物流，或者是物流+互联
网。正如王微所言，要让物流业插上互
联网的翅膀，而不是等风都刮起来以后
才去盲目地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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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30 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由中国航空工
业集团公司（中航工业）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
栖飞机蛟龙-600（AG600）中后机身、后机身大部件日前
在中航飞机汉中飞机分公司下架。

这是 AG600 研制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该机型
向 2015 年底前在珠海完成总装、2016 年实现首飞目标迈
出了关键一步。AG600 是我国完全自主研制的大型特种
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
装备。

AG600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三个大飞机”之一，其中后
机身、后机身段试制工作由中航飞机汉中飞机分公司承担，
全长 17.5 米，共设有 3 个舱门，全机最大的救援舱门也设置
在后机身，具有机身段长度大、多舱门大开口、水动外形要
求高等特点。

该型飞机的最大特点是既能在陆地上起降，又能在水
面上起降。据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黄领
才介绍，未来，我国将在森林附近地区部署水陆两栖飞机。
发生森林火灾时，水陆两栖飞机一般 2 小时内可携水赶到
火灾现场，将森林火灾消灭在“萌芽”状态。

国产水陆两栖飞机明年首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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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
办公室当地时间 4 月 29 日在日内瓦就
尼泊尔地震救援举行吹风会，中国常驻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
组织代表吴海龙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援
助的情况。

吴海龙说，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
立即决定向尼泊尔提供价值 2000 万元
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根
据灾情需要，随后中国政府又提供第二
轮援助，包括价值 4000 万元人民币的
净 水 设 备 、外 伤 急 救 包 、帐 篷 和 毛 毯
等。中国红十字会也表示向尼泊尔提

供 500 万元人民币和 50 万港币的人道
主义援助。

吴海龙说，中国派出的 62 人国际救
援队和 58 人的医疗队已分别于当地时
间 26 日和 27 日抵尼开展救援和救治工
作。中国军方救援队和医疗队也于 27
日赴加德满都参与救援工作。中国政府
首批 186 吨紧急物资援助也已空运至尼
泊尔。中方一些省、区、市、社会团体和
个人也纷纷向尼泊尔伸出援手，有的派
出救援人员，有的捐款捐物。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悉，今日中午，
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首批赴尼泊尔地震

科技救灾专家组从成都起飞，赶赴尼泊
尔地震灾区开展次生地质灾害科技救
灾，预计当天下午抵达加德满都并开始
开展工作。

按照中科院部署，由中科院院士、中
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
崔鹏率队，中科院成都山地所、遥感地球
所、青藏高原所、寒旱所等 4 家研究机构
的 12 名科研人员组成专家组赴尼泊尔
开展泥石流、崩塌滑坡、雪崩、冰湖溃决
等次生地质灾害及潜在隐患调查，并期
通过实地调查和分析研究，提出相应的
防治方案及处置建议。

此外，中国地震局今天下午发布的
《尼泊尔 8.1 级地震烈度图》显示，此次
地震烈度最高达 XI 度，极灾区（IX 度及
以上）面积约 7400 平方千米，均处尼泊
尔境内，破坏 严 重 。 中 国 Ⅵ 度 以 上 面
积 4 万 多 平 方 千 米 ，农 牧 用 房 遭 到 严
重破坏。据了解，我国正在筹建国家
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计划投入
20 亿元，建设覆盖全国的 5000 多个台
站。届时，可以更快更准确地形成地震
烈度图。

（综合本报记者陈 建 佘 惠 敏

刘松柏报道）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介绍中方援助尼泊尔抗灾情况
中科院首批专家组赴尼泊尔地震灾区开展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30 日电 自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等九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专项行动以来，各地各部门协调配合，严肃查办了一批
新闻违法案件。4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社会通
报了对 21世纪网、《理财周报》和《21世纪经济报道》新闻敲
诈案件的行政处理情况，其中 21 世纪网被责令停办，《理财
周报》被吊销出版许可证，《21世纪经济报道》被责令整顿。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 年 9
月 3 日以来，21 世纪网、《理财周报》和《21 世纪经济报道》
先后有多人被上海市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其中有 21 人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发生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和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开展行政调查。经查：21 世纪
网和《理财周报》主要负责人勾结公关公司，指使新闻采编
人员以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负面报道相要挟，迫使相
关企业签订广告认刊书、服务协议，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
查明，21 世纪网、《理财周报》和《21 世纪经济报道》还存在
采编和经营不分等违规问题。

据该负责人介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调查核实
基础上，已于 4 月 28 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吊销《理财周
报》报纸出版许可证；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行政管理机关协
同有关部门依法撤销 21 世纪网许可证；对《21 世纪经济报
道》进行整顿，要求其全面加强该报领导班子建设，全面加
强采编和经营管理，全面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管理。

该负责人强调，各新闻单位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切
实加强新闻采编管理。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通报21世纪网

等 新 闻 敲 诈 案 件 行 政 处 理 情 况

随着房地产业告别黄金发展

期，安全门行业也遭遇了发展瓶

颈。业内人士表示，对企业来说，

整体趋缓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

方面，市场洗牌在即，优势企业进

入发展机遇期；另一方面，倒逼行

业转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

质量更优、销路更广的新产品。同

时，办公室、购物中心等非住宅项

目需求依然强劲

本报讯 记者梁剑箫报道：日前，记者了解到，由人民
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社等七家中央媒体
联合创办的搜索引擎——中国搜索自 2014 年 3 月上线运
行以来，日均访问量大幅提升，用户群体日益扩大，目前受
众已覆盖到全国各地及全球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年多来，中国搜索坚持以社会和用户需求为导向，以
内容建设为主突破口，以不断优化提升用户体验为最大的
着力点，相继推出了新闻、网页、导航、视频、图片、音频、地
图等十多个主搜索版块，以及国搜报道、今日关注、国情、国
际、军事、法治、科技等近 30 个垂直频道，推出了“中国搜
索”（“国搜”）、“国搜新闻”等移动客户端，并根据用户需求
大力优化和创新。

中国搜索总裁周锡生表示，一直以来，中国搜索明确定
位，坚持以新闻信息搜索作为内容建设的着力点，依托人民
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
和中新社七大股东单位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优势，坚持深
入研究国内外主要搜索产品的整体架构和相关应用，打造
符合自身特色的全新架构，坚持走自己的路。

运行一年多受众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搜索用户群体日益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