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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 乐陵报道

近来，自行车市场销售火爆相

关话题备受关注。经济导报记者日

前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目前济南

自行车专卖店基本供应充足，定制

款、限量款等车型因为制作周期长

而出现“一车难求”的状况。相关

自行车零部件生产商表示，2022年

四季度订单都是满产状态，有的订

单则需要排队到2023年。

高端化产品受宠

在泰山体育集团博物馆中，摆

放着多辆碳纤维运动自行车，其中售

价超60万元的泰山瑞豹PARDUS碳纤

维运动自行车，拥有不少“黑科技”。

“一辆传统的金属材质自行车

重量能做到12-15公斤左右，而这款

自行车可以做到6-8公斤，单手就能

轻松提起。其车架采用目前行业领

先的高模量碳纤维材料，通过创新

生产工艺，实现M码车架仅重7 5 0

克，约等于4部智能手机的重量；整

车搭配的这款碳纤维一体成型车座

仅重 6 5克，约等于一枚鸡蛋的重

量。”近日，经济导报记者在泰山体

育乐陵总部展馆中见到了这款“又

轻又强”的自行车界的佼佼者。展馆

讲解人员告诉经济导报记者，这款

车坚固耐磨，刚性与疲劳测试的ISO

行业标准是在施力1200N的情况下

通过10万次疲劳测试，而泰山体育

将此项标准提升至15万次。目前，这

款产品被中国国家公路自行车队、

中国国家场地自行车队以及中国国

家铁人三项队使用征战奥运赛场。

据了解，在质量和品质之外，

隐藏在车身中的数据传输系统可以

将自行车手的实时数据传送给教练

员，从而为每位运动员制定科学的

战术和训练计划。

在泰山瑞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车间里，一箱箱整装待发的碳纤维

自行车摆得满满当当。“现在公司的

订单排到了明年，800多名工人每天

满负荷生产。”泰山瑞豹总经理王春

青介绍，公司成立以来，专注于专业

运动自行车的研发生产以及自行车

文化的推广普及，产品获得国际自

行车联盟三大认证。

“近两年随着人们生活和运动

方式的改变提升，高端体育用品的

需求暴增，能够真正起到推动脚踏

自行车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于，传

统自行单车已经从一般的代步需求

转向运动、健身、休闲。”王春青

表示。

艾媒咨询报告显示，中国自行

车增量的年规模约300万辆，其中

5000元以上的约有100万辆，给中高

端自行车市场留下了广阔空间。

骑行热拉动消费

刘怡然加入济南风之子骑行俱

乐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与她一样有

骑行爱好的90后，从一开始的“重在

参与”，逐渐成为了专业级玩家。

“我们每周都会有骑行活动，

有夜骑，也有周末的越野骑行。为

应对不同内容、不同地形的骑行，

所需要的配置会有不同要求。”刘

怡然向经济导报记者展示了从头

盔、骑行服、骑行手套到水壶架、

车锁、锁踏、锁鞋等系列骑行产

品。“有时候，专业级的测量和记

录车速、踏频的码表等也需要购

置。从第一年入门只有几千元，到

现在每年花在骑行上的费用已经超

过3万元了。”

日前，经济导报记者走访济南多

家自行车专卖店了解到，许多高端系列、

运动款的车型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如

果消费者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定制”颜色

或者图案，需要等待至少三个月。

一家自行车门店的老板介绍，

在销售之外，售后服务也成必备。一

次小保养大约200元左右、大保养400

元左右，有的大型车店也会提供fitting

服务(量身定制适合本人的自行车参

数)，这部分服务主要针对的是进阶爱

好者和专业级用户。

“亲子骑行同样火爆，今年儿

童节前后童车货源售卖一空。”在

济南中恒商城做青少年及儿童自行

车销售的经销商王程告诉经济导报

记者，他代理的多款品牌童车，虽然电

商平台也有销售，但家长在为孩子选

购自行车时更倾向于线下，不仅产品

能够体验，产品的适配性也能够立即

通过现场反馈，但线上会缺乏体验感。

受疫情和“碳中和”概念的影

响，传统的自行车制造企业发展向

好，更推动自行车行业售卖、租赁

经济“翻红”。盘古智库高级分析

师江瀚认为，当前“骑行经济”处

在一个发展的良好机遇，此前像共

享单车、共享经济崛起时间已经很

长，大众消费者对骑行运动的市场

认知程度比较高。

经济导报记者从京东消费及产

业发展研究院获得的数据显示，山

东在今年京东“6·18”期间体育用

品上行金额同比增长45%，其中自

行车类器械增长100%，健身训练器

械增长115%，垂钓用品增长39%；

山东购买体育用品金额(时间维度同

上)同比中，骑行类增长88%，瑜伽

舞蹈增长73%，轮滑滑板增长80%，

游泳用品增长35%。

刘怡然表示，随着骑行人群的

不断壮大，骑行俱乐部的数量也在

增加，能够帮助扩大消费群体和增

强用户黏性。

品牌需培育国际竞争力

在高增长背后，如何让中国自

行车品牌走得更高、更远？

“中国是自行车生产及出口大

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生产能力。

但目前一些高端车型，尤其是3000元

以上价位的公路车，使用的都是禧玛

诺的变速器套件，该套件来自一家日

本厂商，因疫情影响，目前交货周期

很不稳定。”山东全顺威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汪达在接受经济导报

记者采访时谈到，公司给不少自行

车、电动车以及小型车辆配置新科技

智能化产品，他们看到，目前行业内

受进口变速器成本以及价格不断上

涨的影响，国产替代正迎来一个新机

遇，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在加速，中国

制造的高端品牌自行车也正在加速

市场布局。

“国外体育产品营销都非常

‘舍得’，中国品牌也应该在品牌

端发力、拓展价值。尤其是自行车

这项运动有着天然的黏性，品牌间

的社群运营、主题店打造、理念塑

造等比拼也同样影响着骑行市场的

培育与品牌的长期竞争力。“中国

品牌战略营销研究院副院长李放对

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中国的自行车

品牌在品牌宣传上还不够强势，老

牌凤凰、永久等品牌定位于日常通

勤市场，未来应发力智能制造、中

高端新系列，逐步抹去消费者心中

的固有概念。

行业打开“窗口期” 不少专卖店“一车难求”

骑行经济“带火”运动自行车

ECONOMIC HERALD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华鲁集团旗下的山东省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下称“省环科院” )，其

IPO之旅正在快马加鞭。

“推动IPO上市是最大任

务、最大公约数，省环科院领

导班子必须担当作为，调动资

源、集聚合力，头拱地往前

冲 ， 确 保 按 期实现 上市目

标。”6月17日，在华鲁集团

召开的省环科院上市督导推进

会上，华鲁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樊军表示。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如

果省环科院上市成功，其将成

为“山东国资环保第一股”，而

华鲁集团也将拥有第四家上市

公司。

“事改企”“混改”“IPO”

三步走

华鲁集团的官网介绍，公

司于1985年在香港注册成立，

是山东省驻港窗口公司和国有

资本投资公司。作为山东主要

省属国企，华鲁集团由山东省

国资委控股，公司聚焦高端化

工、生物医药、生态环保三大

主业 ，实际控制华 鲁 恒 升

( 6 0 0 4 2 6 . S H )、 新 华制药

(000756 .SZ，00719 .HK)、鲁抗

医药(600789 .SH)3家上市公司(4

支股票)以及省环科院、香港

华鲁等5家非上市公司，权属

企业63家，员工1 . 8万人，总

资产510亿元，主业资产占比

达99 . 3%、整体资产证券化率

超92%、市值超800亿元。

省环科院始建于1978年，

2016年9月结合“事改企”划

转到华鲁集团，是省内最大

的、实力最强的环保专业科研

院所，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

作为华鲁集团生态环保板块实

施主体之一，省环科院拥有从

环境规划、环评、工程咨询与

设计，到环境监测及验收、环

境监理、土壤和生态修复等一

条龙环保产业链。

樊军在上述推进会上表

示，省环科院自2016年划归华

鲁集团以来，确立了“事改

企”“混改”“IPO”三步走

的战略布局。目前，前两步已

提前完成，IPO工作已于去年12

月10日启动，半年时间内虽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还有大量工

作要做。“上市工作是一项系统

工程，涉及业务、财务、法律、管

理等诸多领域，稍有不慎，将前

功尽弃。”樊军强调，省环科院

要深刻认识上市的重要意义，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面破除

制约上市的重点、难点问题，严

格走好每一个程序、上报好每

一份资料，高标准完成各项“规

定动作”，只要申报必须成功。

“省环科院选择的中介机

构都是国内头部机构，有很强

的专业能力和经验优势。华鲁

集团作为省环科院大股东，将

发挥协同优势，共助省环科院

按计划完成上市目标，成为

‘山东国资环保第一股’。”

樊军说。

公司计划登陆哪个板块？

目前IPO申报材料进展如何？

6月20日，经济导报记者致电

省环科院，接听电话的工作人

员表示，“相关情况，暂不方

便提供。”同日，经济导报记

者还在华鲁集团的官网进行了

在线留言与问询，但至截稿时

未获回复。

谋求IPO可谓

“万事俱备”

作为华鲁集团旗下的生态

环保板块核心企业，省环科院

主营环境咨询、环境治理与修

复、环境检测与评估等业务，

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 . 8 4亿元、利润总额9953万

元，与划转前相比分别增长

46%和165%，走出了一条“特

而专”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对于华鲁集团和省环科

院而言，(省环科院)上市有着

极其重要的意义。省环科院自

身可借力资本市场，发展成为

山东省生态环保产业龙头企

业，做强做优做大；有利于提

高华鲁集团资产证券化率和投

资回报率，华鲁集团也将拥有

第四家上市公司，届时，其

高端化工、生物医药、生态

环保三大主业将全部拥有上

市公司。”华东一家券商的

基金经理董晏对经济导报记

者分析说。

在去年底召开的一次会议

上，樊军曾表示，省环科院要

塑造“特而专”发展优势，必须

以上市倒逼改革，实现业绩的

持续快速增长，形成显著的技

术优势。

而省环科院谋求IPO，可

谓“万事俱备”。一位接近省

环科院的人士对经济导报记者

称，从内部看，省环科院已成

功完成了“事改企”“混改”

的关键跨越，引入永锋集团

作为战略投资者，实施了员

工持股，实现了揭榜竞聘，

一系列全方位改革使得公司

动力、活力明显增强；从外

部看，“双碳”目标倒逼高

耗能产业转型，环保产业市

场潜力待释放。

华鲁集团

实力提升明显

“环保+国企+混改+股改

+上市，这是一个未来几年将

在环保行业掀起一股大浪潮的

新势力打法。”董晏认为，“省环

科院背后的华鲁集团和永锋集

团，在山东都有非常深厚的工

业产业背景，这些产业中的环

保业务，可以说都将是省环科

院的‘基本盘’。”

事实上，华鲁集团的综合

实力近年来提升明显。

根据华鲁集团最新披露的

数据，2021年底与2015年底相

比，集团资产总额由243 . 52亿

元增至507 . 13亿元，营业收入

由1 5 8 . 7 3亿元增至3 9 5 . 5 0亿

元，利润总额由11 . 26亿元增

至91 . 47亿元，归母净利润由

2 . 37亿元增至24 . 88亿元。2021

年全年，华鲁集团经济效益再

创历史新高，实现了由30亿级

到90亿级利润的跨越增长，用

占山东省属企业1 . 2%的资产总

额，贡献了占省属企业9%的

利润、11%的净利润、12%的

归母净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华鲁集团

在6月19日发布的“砥砺奋进这

五年”一文中提到，五年来，集

团投资强度创历史之最，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255 . 6亿元，规划

新投资366亿元，实施的10个省

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和省重

大项目全部投产达效，投资收

益率高达35%，成为效益稳增

长的重要支撑；集团旗下华鲁

恒升、新华制药、鲁抗医药三家

上市公司全部入选山东省“十

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主厂区

全部实现园区化；化工板块荆

州基地“十年磨一剑”落子成

局，医药板块“退城进园”全部

完成。

在省环科院冲刺上市之

际， 华 鲁集团 的 环 保 板 块

后 续将有 何 表 现 ？ 不 妨拭

目以待。

省环科院冲刺
“山东国资环保第一股”

华鲁集团打造第四家上市公司

华鲁集团作为省环科院大股东，将发挥协同

优势，共助省环科院按计划完成上市目标，成为

“山东国资环保第一股”

经济导报记

者走访济南多家

自行车专卖店了

解到，如果消费

者想按照自己的

想法“定制”颜色

或者图案，需要

等待至少三个月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6月21日晚，“齐鲁时代楷模—

白晓卉”发布仪式举行，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追授白晓卉“齐鲁时代

楷模”称号。

白晓卉生前系山东第一医科大

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临

床 医 学检验 部 副主任 、主任技

师、研究员。2022年3月20日，在

支援威海疫情处置省直检测队工

作期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

去世，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

员对人民的承诺。

生活中的白晓卉积极乐观、温

暖有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工作中的她也是满怀着一腔热忱，

对医学事业有着执着的追求。“以

我所学，尽我全力，用心守护患者

健康”，白晓卉始终用脚踏实地的

行动践行着她的从医誓言。

三年四次出征

北京、新疆、河南、山东……

每当疫情发生，白晓卉总会冲在最

前。她带领的核酸检测团队，抗疫

三载，四次出征，转战五地。

“在北京，48小时内紧急改造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创造了

山东速度；在新疆，为当地培养60

余名业务骨干，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新 冠 病 毒 核 酸检测 队 伍 ； 在 河

南，前线保障工作及后续工作均

由白队一人负责，常常高强度连

续工作2 0多个小时；在威海，每

天 四 个 班 次 不 分昼夜 不间断 工

作，全力投入到繁重的核酸检测

工作中，白队用生命践行了一名

共产党员对人民的承诺。”白晓卉

的同事吴晓本回忆道。

在6月21日的“齐鲁时代楷模”发

布仪式现场，一封特别的请战书，让

观众不禁动容。刚刚结束在北京20多

天的“战斗”，隔离期间，白晓卉就写

下请战书。娟秀的笔迹力透纸背：“我

们首先是有能力，二是有经验，三是

有坚定的意念。”

2 0 2 2年3月8日，威海疫情突

发，白晓卉作为省直支援威海核酸

检测队队长，带领24名核酸检测队

员飞速驰援。工作期间，为了提高

检测速度和检测质量，她根据实际

情况，不断总结方法、优化流程，

进行精细化岗位管理，极大提高了

核 酸检测 的 工 作 效 率 和 工 作 能

力，为威海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

“也是在最后一个夜班的时

候，她忽然跟我说，我们的酒店

离大海真的很近。她说，如果说

威海解封我们还没有走的话，那

就去看看大海吧。”吴晓本说道。然

而，白晓卉和同事们的约定却没能

如约兑现。

3月20日，在威海解封的前一天，

白晓卉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

世，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2岁。

“只要有需要，

我们就要坚守岗位”

“白晓卉温暖又坚定，是领导，但

没有一点架子，总喜欢拍拍我们的肩

膀，给予一个温暖又肯定的眼神，就

像贴心大姐一样，是我们永远的白

姐。”与白晓卉共事近5年的邱旸说，

白晓卉的行李箱就放在办公室，随时

接到任务，拎起箱子就能走。

在邱旸的记忆中，平日里的周六

或周日，总有一天白晓卉会留在医院

里进行科研工作。疫情之下，检验医

师们更是冲锋在前的“侦察兵”，白晓

卉和同事们，也总会出现在抗疫第一

线。不过，每当问她想不想回家看看

时，她眼睛常常是湿润的，大家知道

她的内心是纠结的，她心里既放不下

年幼的孩子和耄耋的老人，她更放不

下一名白衣卫士的使命担当。

“白晓卉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身上有种使命感，对医生这个职

业、对医学研究，她心里始终有股劲

儿在，奔赴一线成为了她的‘本能’。

她说过一句话：只要有需要，我们就

要坚守岗位，勇往直前。”山东省立医

院临床医学检验部主任卢志明说道。

对白晓卉越了解，就越敬佩；越

熟悉，就越怀念。

“防护服就是我们的战袍，身披

战袍就是身披责任。”这是白晓卉

曾说过的话。白衣执甲铸忠诚，英

勇抗疫永不朽。她用生命践行伟大

抗疫精神，以自己的负重前行换来

无数人的岁月静好。

身披“战袍”就是身披责任
——— 追忆“齐鲁时代楷模”白晓卉

国内中高端自行车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市场空间广阔。

白晓卉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身上有种使命感，对医

生这个职业、对医学研究，她心里始终有股劲儿在，奔赴一线

成为了她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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