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毛晓星

合作共赢！这是一次我省百年“老字
号”之间的灵魂牵手。

15日，黑龙江省老字号企业协会理
事会在哈尔滨召开，根据省老字号企业协
会最新发布的调研报告，研讨我省“老字
号”传承和创新发展等问题，与会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到场进行了热烈讨论。

会上，多家“老字号”企业发出合作共
赢最强音，“你老厨家做菜需要白酒吧，可
以用我们的花园白酒”“上次直播时我做
的克东腐乳爆肉非常受欢迎，克东腐乳！
你有合作意向吗？”……“老字号”和“老字
号”强强融合、加快创新成为共识。

“老字号”需要深耕什么文化？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朱桂
凤教授就“老字号”文化创新、如何找到文
化和企业的连接点等话题发表了观点。

“我在和企业对接中发现，老板们理
解的文化大多是企业文化，讲的都是管
理、诚信，这不是产品文化。“老字号”的品
牌文化包括企业文化和产品文化两个部
分。很多“老字号”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对
产品文化深耕不够，没将文化底蕴挖掘出

来，所以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个性，彰
显不出优势。要用文化对产品进行加持，
用文化引领创新发展。“老字号”都是地域
文化的载体和标志。比如说老厨家，已将
哈尔滨的地域文化融入到产品中，成为
哈尔滨餐饮文化的代表之一，其菜品充
分展示出哈尔滨地域文化的特色；还有
超越食品有限公司，坚持做民族品牌，做
最地道的中国糖果，这样有底气的态度，
这就是来自文化的自信。现在已经不是
红利驱动、管理驱动的时代了，而到了一
个创新驱动的阶段，拿什么创新？如果你
的产品没有文化，走上市场很快就会有人
复制你，但文化是不可复制的，所以必须
深耕。”

创新引发“老字号”的深层思考

马迭尔、老厨家、花园酒业等代表就
自己企业实际进行了如何深耕、创新“老
字号”品牌的深层思考。

花园酒业副总张来捷说，“老字号”创
新，一是找准新消费群体，迎合市场推出
创新产品；二是融合创新，让“老字号”们
相互背书，把产品、品质、传承技艺共同展
示出来，联手融合出文创产品，做出一个
旅游城市的新卖点。三是文化创新，花
园酒业计划推出工业化旅游项目，让消

费者一站式了解百年花园酒的前世今
生，并计划建一个白酒技艺传习基地。
四是如何与新媒体联动，建议政府部门

“站台”微推广，结合媒体推出，线上与线
下双向体验式营销模式的传播创新。

最后，哈尔滨交通集团轮渡旅游有限
公司代表现场发出合作邀约，希望在游船
上引入百年“老字号”或固有“老品牌”产
品，让省内外游客在游江欣赏美景的同
时，品尝到哈尔滨的地道美食，联合打造
独一无二的网红打卡地。

我省扶植“老字号”将有大动作

记者从调研报告上看到，截至 2021
年末，我省共有中华老字号企业32家，占
全国总数的 2.83%，龙江老字号企业 99
家，省级以上老字号企业共计131家。主
要分布在商业零售、酒水饮料、食品加工、
工艺美术、餐饮酒店、粮油、医药、调味、其
他制造业等9大类领域。

其中，发展势头良好（连续三年以上
盈利）的44家，占比33.6%；持续稳定经营
的 63 家，占比 48%，面临发展困难的 17
家，占比12%。

目前，我省“老字号”企业还存在一部
分企业停留在传统家庭作坊生产阶段，规
模小，品牌影响力弱，具有部分企业经营

理念封闭保守，思想观念僵化，过分强调
保持“传统特色”严守“祖传秘方”，没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品牌形象陈旧，创新不足；
市场营销方式单一等问题。

对此，省老字号企业协会秘书长张伯
良表示，下一步，我省将有一系列大动作：
大力支持“老字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创
新体制机制，鼓励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组
建和发展“老字号”集团；将“老字号”独特
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有机结合，联合有关
机构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举办文化体验活
动，赋予老牌新内涵；支持“老字号”企业
技术创新出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符
合大众需求的新产品。谋划创办“东北
三省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将其打造成具
有较强影响力的“全国性老字号博览
会”；大力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鼓励特
色商圈旅游景区和各类客运枢纽，引入

“老字号”企业开设旗舰店、体验店；将
“老字号”技艺传承纳入全国非遗代表名
录；以建立“老字号”数字化博物馆为载
体，打造我省“老字号”技艺传承培训基
地、产品展示基地，加强校企合作，为“老
字号”创新发展和技艺传承提供人才支
撑；将加快保护“老字号”的法制建设，加
大品牌保护力度；依法加强对“老字号”
的重要史迹、实物和原址原貌保护，深入
挖掘老字号历史文化价值。

“老字号”+创新 大动作要来了

随着骑行群体的日益壮大，自行车
市场也出现了“一车难求”的景象，记者
走访哈尔滨多家捷安特、美利达、迪卡
侬、TREK门店，了解到多款车型都处
于断货状态，并且不接受预定。部分门
店自行车销售同比增长了 30%~50%，
其中以 4000元左右的入门款和 15000
元左右的中高端自行车最畅销。

捷安特门店店员告诉记者，热门
车型供不应求，预定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有货，只能说是先到先得。在美
利达专卖店内，记者看到选车的人络
绎不绝，但货架上有很多位置空缺，多
款车型售罄。

记者在浏览各大品牌的官方店铺
时发现，很多车型都不在售，询问客服
后也被告知无法确定到货时间。同时

在评论区，很多消费者表示线上购物
缺乏体验感，收货后还要在车店付费
装车，不如直接在门店购买方便，售后
也更好。

哈尔滨自由职业者王若晴告诉记
者，从四月份开始想购入一辆某品牌
平把公路车，但是官方网站和线下门
店都没有货，最后她只能选择一款有
现货的山地车。

经记者调查，发现同王若晴一样
买不到车的年轻人并不少，车店方也
表示进货困难，供不应求。据了解，在
疫情的影响下，自行车配件产量下降，
整车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其中禧玛诺
的变速器价格翻了小一倍，也促使自
行车售价创新高，热门车型涨幅在500
元~1000元不等。

断货+涨价 一车难求

□文/摄
本报见习记者 王迪

17日，一群戴着头盔，身穿骑行服
的年轻人出现在哈尔滨市长岭湖旅游区，脚

下蹬着多种款式的自行车，正在进行环湖骑行。
平坦的道路两侧绿叶成荫，自行车不紧不慢地向前
行驶，风在耳边轻轻吹过……这是哈尔滨某骑行群的
周末活动。

最近几个月，在哈尔滨的街头，这样的场景频繁上
演。在全民健身、低碳出行大环境的影响下，户外骑行
又重回人们的视野，很多骑行爱好者也不再满足于共
享单车，开始购入属于自己的自行车。骑行运动的
持续升温，也带动了哈尔滨市的自行车销售市场，
甚至出现了“一车难求”的情况。关于当下骑

行到底有多火热，以及背后的生意经，记者
采访了多名骑行爱好者以及多家车

店。

骑行热骑行热

据美骑网数据显示，目前自行车
运动的主要群体为 18岁~40岁青壮年
人群，占比达到69.89%，坚持每周高频
次骑行用户已达到 70.12%，直接带动
了相关装备的升级。

在道外区大正单车生活馆内，技
师汪浩正在进行装车工作，从事了 10
年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的他，可以为顾
客提供Bike Fitting服务，为骑行者更
换更合适的自行车零件来改装升级，
全面提升自行车的性能和表现。

“对于骑行爱好者来说，买车只是
第一步，还有头盔、服饰、码表、踏频
器、水壶架、骑行眼镜等装备都要安排
上。”汪浩告诉记者，很多进店的骑友
在购车时都更倾向于“一步到位”，这
些周边产品既能提升骑车的安全性，
也能让骑行更舒适。

骑行爱好者刘思源告诉记者，他
购入了一辆10000余元的山地车，但在
装备的花费上已经超过 5000元，其中
头盔 400元、码表 399元、两套骑行服

1200 元，专业骑行锁鞋 2500 元，还有
总价值上千元的其他配件。

走进位于道里区的龙耀单车俱乐
部，记者看到上下两层楼内摆放着各
式各样的骑行用品，价格从几十元到
几千元不等。据店主袁震介绍，店铺
经营品牌有瑞豹自行车、森地客骑行
装备、森瑞梦头盔等，为消费者提供多
元化选择。“我们店铺经营面积有 200
多平方米，每天接待上百位骑行爱好
者，很多老顾客还会带新人过来，夏季
的产品销量是很可观的。”袁震说。

据统计，目前我国自行车保有量
约 4亿辆，是全世界自行车数量最多
的国家。在小红书平台上，关于“骑
行”的笔记有 110万多条，“骑行装备”

“骑行露营”等词条有 1万多条。骑行
作为一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式，也
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这样的
骑行热也带动了自行车及周边产品
的销售，让龙江骑行市场“热”了起
来。

装备+周边 一步到位

带火带火““单车经济单车经济””

“夜骑、夜骑，晚七点半准时出
发。”哈尔滨某骑行群每天都会组织
夜骑，集合地点为道里区友谊西路，
路线为友谊西路—阳明滩大桥—世
茂大道—滨水大道—公路大桥返回
集合点，共计24公里。群主成武告诉
记者，组织夜骑的初衷是让骑行爱好
者们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时间。“哈尔滨
的骑行季节很短，炎热的夏天只有夜
晚是凉爽的，晚上七点半能参与的人
比较多。”成武说，“从 2016年建群至
今，群成员已近 500人，每天夜骑人数
在 20 人左右，作为群主的他负责收
尾，保证每一位参与者不掉队。”

回忆起自己第一辆车，骑行爱好者
蒋宏望有些感慨。“我是2019年买了一

辆 3000多元的公路车，上下班通勤方
便。在参加骑行组织后才开始升级装
备，现在骑的公路车价值30000多元。”

对于骑友来说，通勤和休闲运动
是骑行的主要目的，同时骑行也伴随
着社交属性。

“我刚买车的时候是一个人骑，后
来加入骑行俱乐部，大家一起骑车就
有趣多了，解锁了很多新路线。”骑行
爱好者杨洪辰有两辆车，夜骑竞速时
骑公路车，周边游时骑山地车，最多一
天骑行 200余公里。刚买车不到两个
月的王栗子在群友的帮助下，也从一
名小白成长了起来，对于车的结构、配
件等都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骑行里
程累计1000余公里。

运动+社交 骑行的魅力

一车难求！

环湖骑行环湖骑行。。

夜骑大部队。

整装待发的骑行爱好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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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静 胡璐 欧立坤

大暑近、农事忙。大暑节气即将
到来，各地正有序推进夏种夏管，全力
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上半年我
国“米袋子”“菜篮子”产品供给情况怎
样，价格走势如何？如何保障农民增
收势头？在国务院新闻办 20日举行
的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
回答了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
司司长曾衍德介绍说，今年以来，农
业农村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高效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农村经济持续
向好。

“米袋子”产品方面，夏粮小麦实
现增产，全年粮食丰收有基础。上半
年，我国以超常超强的力度，促进粮食
生产稳定发展。夏粮产量2948亿斤、
增加28.7亿斤。早稻及秋粮丰收基础
较好。

“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市场运
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同比增长 5.3%，牛奶产量增长 8.4%，
国内水产品产量小幅增长，蔬菜和水
果市场供应充足。

农产品价格是老百姓关心的话
题。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
人刘涵介绍说，从监测调度来看，上半
年我国“米袋子”“菜篮子”重点品种供
应充足，价格总体波动幅度不大，为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保持物价基本
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刘涵表示，我国农产品有望继续
保持量足价稳的态势。从生产来看，
夏粮再获丰收，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
势良好，大豆油料扩种任务落地，能繁
母猪存栏处于合理区间，肉蛋奶产能
稳定，蔬菜在田面积和产量均有所增
加；从库存来看，稻谷、小麦全社会库
存处于历史较高水平，玉米库存也有
所增加；从进口看，1月至 6月累计进
口粮食 7978万吨，同比小幅下降，随
着国际粮价下跌，预计粮食进口将稳
中有增。

既要丰收，也要增收。曾衍德介
绍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稳定发展，
农村就业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截至 6
月末，返乡农民工就业率 90.7%，同比
提高 2个百分点。在产业带动、就业
创业拉动下，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9787元，实际增长4.2%。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上半年“米袋子”“菜篮子”
量足价稳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
研究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延期问
题、取消二手车迁入限制……一段时
间以来，支持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加密出台。

稳生产、促消费、完善配套设施，
一系列举措旨在提振汽车生产制造、
全面释放市场潜力。这些措施落地效
果如何？下一步，还有哪些支持政策
出台？

“6 月以来，我们预期越来越乐
观。”动力电池管理系统制造商力高
新能源创始人王翰超说，一方面，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另一方面，稳增长
政策出台，国产化替代加快推进，整
个行业芯片供应紧张得到一定缓
解。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上半年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了一倍多。“我们调高
了全年计划，在烟台的第三条生产线
开始量产。”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国内疫情多发散发，有些突发因素
超出预期，这些都对汽车产业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带来影响。工信
部联合各地各部门搭建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协调平台，建立汽车企业零部件
库存“红灯”预警、大宗原材料供应“红
黄蓝”预警协调机制等，逐一推动解决
企业反映的问题。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产业链供应链日益畅通。工信部数据
显示，6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恢复正常生产，汽车产
业链的产能也全面恢复。”工信部总工
程师田玉龙说。

产业的发展需要供需的协同，在
稳住生产的同时，鼓励和支持新能源
汽车消费，一系列举措密集推出。

不久前，商务部会同多个部门印
发通知，提出扩大汽车消费等一系列
举措，同时明确支持二手车流通规模
化发展，各地区严格落实全面取消二
手车限迁政策。

在政策支持下，汽车市场逐步活
跃。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
国下沉市场有 16.9 万余家汽车销售
相关企业。今年 5月以来，全国下沉
市场新增汽车销售相关企业 3200余
家。

加强产业配套，为新能源汽车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上半年新增建设充
换电设施130万台，同比增长3.8倍。”
田玉龙说，全国已累计建成 1万多个
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点。

“总体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
规模化快速发展新阶段。”田玉龙说，
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扩大新
能源汽车推广规模，不断完善新能源
汽车安全技术标准，提升动力电池热
失控报警、安全防护、低温适应等性能
水平，开发更多适合消费者的服务功
能。

据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

政策助力 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

（上接第一版）紫荆文化集团董
事长毛超峰、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
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中国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常务副
会长霍启刚出席仪式并致辞。香港
中联办宣传文体部、联合出版集团
有关负责人参加仪式。港区省级政
协委员联谊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中国香港体育
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香港友好
协进会、香港中国企业协会、香港

新闻工作者联会、香港出版总会、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香港岛各界
联合会、香港青年联会等香港主要
协会及社团负责人参加仪式并接受
赠书。

四部著作繁体版即日起在港澳
各大书店全面上架并重点推介。香
港港岛、九龙和新界各区的大型社
区、大专院校及中小学校，将举办“行
走的图书馆”等公益阅读活动，做好
四部著作的展示与推介。

习近平主席《论坚持人民当
家作主》等四部著作繁体版
在 2022 年香港书展首发

7月20日，龙龙铁路汀江特大桥中跨刚构连续梁顺利合龙（无人机照片）。
当日，由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施工的龙龙铁路汀江特大桥中跨155米预应

力混凝土刚构连续梁顺利合龙。该连续梁是龙龙铁路福建段最大跨度的连
续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