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踏为中国短道速滑队设计的专业比赛服进行
风洞测试。

雪人股份研发制造的氨液分离器如今已稳定
运行于“雪游龙”。

金龙客车交付的移动核酸检测实验室已经落
地张家口赛区。 （图片均由受访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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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拟对厦门尚威电子有限公司等 10户债
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5,820.48万元,其中本金
为 13,157.7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均分布在福建省厦门市。上述债权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
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等；不属于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
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该资产包的主体。资产包中
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该资产包债权
预计于2022年3月—2022年4月在淘宝或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公开竞价处置。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

达福建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91-87805276 电子邮件：zhengyaoji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37号信和广场 10、11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91-8780524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chenlingyan@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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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助力赛事承办

宛若一条盘旋在山间的“雪游龙”，延庆赛区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的造型让人印象深刻。这条赛道全长
1975 米，垂直落差 121 米，其中的核心装备——氨液分
离器，来自福建。

“如果说氨制冷系统是‘雪游龙’的心脏，氨液分离
器就相当于这条‘巨龙’的肺，是确保赛道冰层厚度、保
障赛道安全的关键环节。”福建雪人股份市场部总监陈
炜对记者表示。

雪车雪橇赛道技术含量高，“雪游龙”又是我国首
条、亚洲第三条符合国际赛事标准的赛道，设备供应商
多为国外有赛事配套经验的企业。

“作为最重要的压力容器，氨液分离器单个容积达96
立方米，外国供应商此前没做过如此大的装备，运输也是
难题。同时，生产周期紧，两个容器须到货起吊就位，土建
才能继续。”陈炜说。作为拥有压缩机核心技术的高新技
术企业，雪人股份应声入场。

在这场冬奥场馆装备竞赛中，雪人一举解决了材
料、设计、制造和运输的一系列难题。

据介绍，两套氨液分离器单个设备空重即达 29.5
吨，储满介质后总重 85 吨，为国内之最；设备应用低温
碳钢材料，运行温度为零下 18 摄氏度，支座底板设置
100毫米的隔热垫，确保低温不影响设备运行。2019年 6
月 1 日，项目团队克服山地条件差等难关，将两组巨型
设备运送上山，通过两台吊车的协作，容器在空中完成
了 105 度翻身，顺利完成吊装工作，“雪游龙”的核心工
程由此拉开帷幕……

如今，“雪游龙”已历经雪橇世界杯等多项冬奥测
试赛，“福建制造”也经受住了实战考验。

雪人股份的成功不是孤例。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官方涂料独家供应商，我省涂料企业三棵树不仅提
供了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的内墙涂料系统，满足
了场馆高寒特点和绿色环保要求，还为张家口赛区冬奥
村、京张铁路沿线、延崇高速公路赤城服务区等冬奥配
套项目提供技术与材料支持。

众所周知，我国冬奥王牌之师是短道速滑队。“短
道速滑队本届冬奥会佩戴的头盔是由我们负责图案设
计的，并喷涂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水性双组分聚氨酯工
业涂料。”据三棵树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一新涂料除光
亮平滑，还采用特殊表面添加材料，能有效降低运动员
滑行时的风阻。

为冬奥硬核赋能，福建“智”造也不含糊。
北京冬奥会是数字人民币在场景化应用上的一次重

要尝试。赛时，外宾可以在无须开通银行账户的情况下，通
过手机、手表甚至雪杖等移动设备进行数字人民币交易。

作为国内金融支付终端龙头企业，福建新大陆正积
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及各大商业银
行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开发工作。在北京冬奥会上，这
家企业是唯一的总行级支付受理系统建设外包服务商
以及核心智能POS提供商。

“目前，冬奥区域内银行侧的数字人民币受理系
统、商户端的收银一体化数字人民币受理系统、智能
POS 上的软件系统开发等场景已完成前期调试。”新大
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冬奥带来冰雪热，冬季运动赛
事相关分包商将持续采用福建企业的产品、设备或服
务，对闽企布局新领域、开拓新市场有积极意义。

衣食住行样样保障

这几天，安踏派出的保障团队抵达了各赛区。
“冬奥期间，我们除为中国代表团提供颁奖装备

外，还为短道速滑、速度滑冰、钢架雪车等 12 支国家队
打造高水准的比赛装备，以及为工作人员、技术官员、

志愿者提供大量制服装备。前方保障团队将全力确保
每个环节的服装供应和服务。”安踏保障团队相关人士
表示。

安踏副总裁朱晨晔透露，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在
奥运装备研发中的投入，着重解决“卡脖子”问题。比如，
中国代表团颁奖服装植入自主研发的炽热科技，兼顾轻
量性的同时实现零下 20℃超轻保暖；为国家队提供的短
道速滑比赛服，除减阻提速系数高达 5%，还采用最新的
360°全身防切割技术，防切割强度是钢丝的 15 倍，安全
性能大幅提升。

我省另一运动品牌匹克将为比利时、巴西、冰岛、
乌克兰等七国代表团提供装备。自 2008 年赞助伊拉克
代表团起，匹克已支持 20多国出征奥运。“服务 2022，意
味着匹克开拓冰雪市场、拓展冬季运动高科技装备迈
上新台阶。”企业品牌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推出
冬季产品，布局新市场。

从去年 10月 5日首场冬奥测试赛起，“福建产”包装
食品亮相各赛区，为运动员、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补充能
量。它们的供货商是福建盼盼食品集团。

盼盼集团董事长助理宋长镇说，成为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休闲食品官方赞助商和独家供应商后，企业一
直在加紧研发奥运产品，它们都经过北京冬奥组委及多
方机构的严格检测，在食品安全、兴奋剂检测等一系列
指标上，满足国际最高水准。

在冬奥村，运动员需大量使用健身器材维持赛时状
态。作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健身器材供应商，
福建舒华体育在三赛区冬奥村均打造了专业健身中心。

“不同赛区，健身中心各不相同。”舒华品牌总监王
伟伟透露，比如北京赛区以冰上项目为主，强调将身体
力量与爆发力转换为对冰面的功率输出，“为此，我们
为北京冬奥村健身中心配置了 89 系列框架训练器、擎

天系列力量器械和以训练下肢为主的 V10 系列
高端跑步机、健身车及 B8960S 动感单车等有

氧训练器材”。
在冬残奥会期间，舒华还将根据残奥运

动员的特点调整设备，如增加单侧力量的需
求、对举重平台进行加长坡道处理等。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实行闭环管
理，接驳出行是“闭环”中的重要环节。据了
解，我省共有 158 台金龙客车参与大会的

运动员接驳、媒体嘉宾接待、疫情防控保障及
赛事转播等服务。其中在首钢园内，有 25台金龙无人驾
驶客车服务于园区物流和人员接驳。

不仅如此，金龙客车还为本届冬奥会派去了几款防
疫“神器”。“我们交付了 18 台移动核酸检测 PCR 实验
室，助力张家口赛区的疫情防控。”金龙客车专用车事业
部总经理刘孔斌告诉记者，这批实验室是企业基于 12
米大巴车型平台专门研发的产品，集成了传统检测实验
室及公路客车的优势，适用于移动条件下的核酸检测，
可满足 3500至 4500份/日的单检核酸检测要求。

此外，本届冬奥会首次在奥运村设置了综合诊所，
除“移动诊疗车”，金龙客车和厦门金旅还分别交付了
多台移动 CT 医疗车、医疗专用口腔治疗车等特种车
辆，助力赛事医疗保障服务。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开发的电源车也将驰援冬奥，在越野滑雪赛事中提
供电力应急保障。

福建鲜见冰雪，但在即将开幕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福建制造”的身影却遍布衣、食、
住、行、赛等各环节，展现了闽企的硬核实力——

“福建制造军团”出征北京冬奥
□本报记者 林侃

“这些日子就像一段长跑，虽然一路跌跌撞
撞，但终不负努力与坚持。”在得知自己历时一
年多主创设计的礼服“瑞雪祥云”被选为北京冬
奥会与冬残奥会颁奖服装后，福安姑娘陈亚萍
感慨万千。

陈亚萍祖籍福安市城阳镇赤岭村，目前是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三年级研究生。她自幼
喜爱绘画，曾就读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后保送央
美服装设计专业。

2020 年 11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与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面向社会征集颁奖服装设计方案。
经过一年多的创作和多轮评审，陈亚萍与陈曦、
朱怡然、贺阳组成的团队设计的“瑞雪祥云”方案
冲出重围，最终被选定为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系列
颁奖礼服之一。届时，这几款漂亮的华服将由礼
仪志愿者穿着，出现在雪上项目的颁奖仪式中。

据陈亚萍介绍，方案设计灵感源自中国传统
吉祥符号“瑞雪”与“祥云”。几人将中国汉唐以来
深衣中的交领右衽、上衣下裳相连、对襟旋袄与
现代服饰相结合，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际
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并以手推刺绣的形式展
现中国传统绘画“金碧山水”的技法。同时，结合
冬奥会核心图形，将山的轮廓和一条条赛道用动
感的线条加以呈现，既体现冬奥项目的速度与激
情，也延续了 2008年北京夏奥会的祥云元素，突
出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文化传承。

色彩选择上，设计者运用了北京冬奥会色彩
系统中的“天霁蓝”和“霞光红”——北京冬奥会
举办时正值中国春节，“霞光红”增添了欢乐喜庆
的氛围；“天霁蓝”是雪后晴空的颜色，象征着冰
雪的明亮纯洁，寓意梦想与未来。

从创意、手稿、纹样创作、打版、选料、样衣制
作、修改调试再到最终的成衣方案，陈亚萍全程
参与。她介绍说，为了应对冬季雪上场馆极寒及
强风的气候条件，团队根据三层穿衣的法则，将
礼服设计成三层结构，依托航天技术与高科技材
料，提高防风、抗寒和保暖能力。

“颁奖仪式无论对获奖运动员还是对观众
来说，都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对运动员的最
高礼赞。”陈亚萍说，考虑到镜头转播由远及近
主要落在礼仪人员的袖口、胸前和领子部位，因
此对这些重点部位做了着重设计，保证颁奖礼
服在镜头中的最佳呈现。

陈亚萍坦言，冬奥会颁奖服装作为国家重
大形象设计项目，是对外展现中国形象的名片
之一，不仅要兼顾各方需求，还要把握尺度，活
化运用传统元素，融合国际化的现代风格，树
立文化自信，展现新时代的中国新形象，“这也
是新一代中国设计师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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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福建农林大学林占熺教授团队，从

上世纪 80 年代为解决“菌林矛盾”开始
研究菌草技术，取得成功后，一直走在
与生产发展结合的路上：闽宁协作扶
贫、黄河流域治沙、援外 20年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推动了新型生态产业菌草
业发展。

厦门大学夏宁邵教授团队，从上世
纪 90年代开始研发戊肝疫苗，专注科学
研究的同时，与养生堂公司携手 20 年，
共建联合实验室，研制出全球首个戊肝
疫苗、国产首个宫颈癌疫苗、全球首个
新冠病毒总抗体检测试剂。

福建师范大学“聚合物资源绿色循
环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陈庆华教
授团队，联合多个省份的资源再生利用
企业，历经 10年共同研发并产业化应用
了“生活垃圾精细化分选与深度资源化
及其废塑料高值高质利用”技术成果，
实现了 46.2亿元产值。

福建高校还走出去一大批科技特
派员，扎根农村、企业，到市场前沿了解
技术痛点，与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共建校
企研发机构、产学研结合基地等，为产
业发展攻坚克难。厦门大学柯才焕教授
团队历经 10多年努力，首创鲍高效远缘
杂交育种技术体系，催生出一条全新的
高端干鲍产业链；福建农林大学廖红教
授团队带动建设优质高效生态茶园，孙
威江教授牵头的首批国家级科技特派
员茶产业创业链实施以来服务全省 80%
龙头茶企……

每一个成功的科技成果转化案例
背后，都有一个默契协作、互通互融的
创新共同体，一方向“下”走，了解产业
一线的需求，立志将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另一方往“上”走，了解院校的科
研进展，并为其可持续研究提供物质
支撑。

对此，蒋炳铭深有感触：“这几年，
福耀每年都向高校院所发布‘卡脖子’
技术清单，到高校开展技术对接交流，
厦大、福大、福建工程学院等高校都有
团队接单。现在我们产品研发的底气更
足了。”

只有转化了，创新才能实现第一动
力。只有高校和企业携手共建以市场为

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才能跨越鸿沟，打通“最
后一公里”。

建 高 地建 高 地 ，，战 略 科 创 平 台战 略 科 创 平 台
显身手显身手

“这项颠覆性技术成果 2020 年 10
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欣喜的是，一
年后就能成功转化成产品。若没有嘉庚
创新实验室这样的大平台，是难以实现
的。”嘉庚创新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
大学教授郑南峰说。

以郑南峰为核心的团队，开发出行
业首创的“绿色铜浆”系列产品，以抗氧
化高导电铜浆取代成本昂贵的银浆，市
场前景广阔。目前，嘉庚创新实验室已
引入投资方，组建合资公司，项目进入
正式运营阶段。

嘉庚创新实验室（中国福建能源材
料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是厦门大
学参与共建的我省首批 4家省创新实验
室之一。

“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
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
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
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
性转变。”国家层面，正加强对关系根
本和全局的科技创新的部署。福建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超越，建设以国家和
我省战略目标为导向的高水平科创平
台至关重要。

形势逼人，使命在肩。建设省创新
实验室，是省委省政府打造战略科技力
量的重大举措。2019 年 10 月，我省首批
4 家省创新实验室正式启动，布局我省
主导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能源材
料、光电信息、化学工程、能源器件等领
域。其中的 3家实验室，均由福建高校参
与建设。

汇聚高校顶尖研发团队的省创新
实验室目标明确：在进行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和孕育新兴产业的前沿技
术的研究攻关的同时，打造科技成果转
化的高地。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
内众多薄膜场效应晶体管（TFT）液晶
面板企业曾一度陷入材料断供的窘境。

艰难时刻，由福州大学共建的清源
创新实验室的侯琳熙教授团队，与佑达
环保公司的研发人员联合攻关，开发出
国内首款高浓度显影液，打破国外的技
术壁垒。

“佑达环保作为清源实验室电子化
学品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企业研发中心
和生产模拟线直接建在福州大学泉港
校区内。”侯琳熙说，联合攻关后，研发
的产品马上在生产模拟线进行测试，再
由下游企业进行实际应用上线测试。科
研成果到商品转化无缝对接，一解行业
燃眉之急。

拆除阻碍产业化的“篱笆墙”，创
新链和产业链可实现精准对接。而要
使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连接驶入快
车道，目前，一种跨学科、跨单位的全
链条组织形式，正在嘉庚创新实验室
探索实施。

能源与材料作为全球科技与产业
竞争的重点领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战略急需。中科院院士、嘉庚创新实
验室主任田中群说：“我们以国家级实
验室为目标，以攻克‘卡脖子’技术、落
地产业化成果为己任，力争打造能源材
料领域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目前，嘉庚创新实验室正探索实施
“责任专家制”，跨学科、跨单位来组织
项目，涉及研发及转化全链条，即“平台
支撑—创新探索—技术孵化—产业技
术攻关—产业落地扶持”5 大类。首批布
局氢能与燃料电池等 7 个科研项目群，
开展 30余项科技攻关，与宁德时代等行
业龙头在内的 70余家单位广泛合作，相
关产品带动产值预估达 30亿元。

近 日 ，第 二 批 两 个 省 创 新 实 验 室
建设再获突破。高校，依然是主力军。
其中，依托厦门大学建设的省生物制
品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室（翔安创新
实验室）已于近日奠基；依托福建师范
大学建设的省柔性电子科学与技术创
新实验室（海峡创新实验室）正在全力
推进中。

同时，我省高校主动对接国家重大
战略，积极争取设立国家级创新平台，
迎来新机遇。2019年 5月，教育部正式批
复建设厦门大学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
合创新平台，全国首批建设该平台的高

校仅 4 所。“平台采取多方共建模式，主
平台在厦门大学，分平台直接建在海沧
区集成电路产业园及国际 LED 芯片龙
头企业三安光电，科研设施与仪器设备
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平台执行主任、厦
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陈忠
介绍说，集成电路是国家战略性、先导
性产业，也是厦门重点布局产业，这个
平台将切实服务国家及地方集成电路
产业发展。

以高水平研发平台引领创新，努力
形成更多科研成果，更好更快转化为产
业发展优势，我省高校大有可为。

树 导 向树 导 向 ，，营 造 创 新 创 造营 造 创 新 创 造
环境环境

随着我省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
需求越来越迫切，如何以体制机制创
新，调动更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营造更
加鼓励产学研协作的环境，让更多科技
成果走出“象牙塔”？

“创新不问‘出身’，只要谁能为国
家作贡献就支持谁！”2021 年，省科技厅
面向全国发布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
帅”技术需求榜单，广邀高校院所和企
业“揭榜”攻关，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谁
有本事谁上。

福州大学教授、闽都创新实验室副
主任郭太良团队，成功揭榜由福建捷联
电子有限公司提出的“大色域量子点背
光显示器关键技术”攻关需求，并获得
2021 年福建省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
帅”项目计划经费。

“揭榜挂帅，创新不问‘出身’，在科
研领域树立了一种公平导向、效果导
向，以创新能力、创新担当、创新成绩作
为最终评判标准。”郭太良说，该项目利
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开发高性能
大色域量子点背光显示器，预计产能
100万台，产值 22亿元。

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学
研深度融合，迫切的是要破除科技管理
体制机制障碍。这几年，我省相继出台
了《关于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
转化及产业化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
步促进高校和省属科研院所创新发展
政策贯彻落实的七条措施》等系列举

措，进一步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管
理和成果处置更大自主权。同时，探索
建立省重点产业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
项目目录制度，推行以“揭榜挂帅”方式
策划生成项目和联合团队。2021 年有 24
个项目列入高校产学研联合创新项目。

在政策引导下，福建高校纷纷行动
起来——

去年 11 月，厦门大学新修订《厦门
大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组织实施管理
暂行办法（试行）》，创新性地建立科技
成果申请预评估制度，在赋予科技成果
完成人的科技成果所有权、自主处置权
等方面作出大胆探索。

福建师范大学泉港石化研究院建
立有别于传统科研院所的体制机制。作
为事业单位，按照企业化的管理模式，
自主实施科研项目攻关，承担政府竞争
性项目、企业委托项目。以市场化的理
念办研发机构，使之“轻装上阵”面向市
场，大大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积极
性。该院已与企业共建 30余家院企联合
研发中心，服务全省 150多家企业。

福建农林大学 2020 年重新修订科
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充分保障成果完
成人的合法权益。2021 年共转让成果

100 余项；2021 年，还启动实施服务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行
动方案，组建了 53支专业特色鲜明的服
务团队，服务对接乡村 600多个。

龙 岩 学 院 引 导 教 师 服 务 企 业 ，设
立“奇迈科技创新基金”，学校与企事
业单位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组
织课题组开展技术攻关，吸引 100 多家
企事业单位参与。

破 除 科 技 管 理 体 制 机 制 的 障 碍 ，
“放水养鱼”，激发了高校创新创造活
力。同时，高校与地方主导产业发展需
求结合的研究院也正在涌现：厦门大学
建成平潭研究院、龙岩产教融合研究
院、古雷石化研究院等，集美大学建立
龙岩产业研究院，福州大学创办四家产
业学院，三明学院与三钢集团联合成立
闽光学院……

福建高校广泛将创新资源导入地
方产业，与企业深入开展横向科技合
作，深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
升级。

按下快进键，服务主战场，激活新
动能。产学研深度融合，助力建设创新
型省份，福建高校正迸发能量，展示应
有的实力与担当。

“瑞雪祥云”方案正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