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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我国上半年快递
业务量同比增25%

记者12日从国家邮政局获
悉，今年上半年，累计完成快递
业务量预计达220.8亿件，超过
我国2015年全年快递业务量；
累计完成快递收入预计达2745
亿元，同比增长25.8%，增速居服
务业前列。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市场监管研究处副处长耿艳介
绍，今年上半年，快递市场呈现
积极变化：一是市场集中度快速
提升，市场竞争格局加速演变。
快递与包裹服务市场份额及要
素加速向重点企业集中。二是
跨境网络逐步健全，跨境寄递成
为增长亮点。预计上半年国际
及港澳台快递业务量5.2亿件，
同比增长43.1%，增速超行业整
体增速15.6个百分点，增速连
续13个月高于行业整体增速，
成为我国快递业务增长亮点。
三是中西部地区增速加快，区域
均等化程度逐步改善。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电子产品回
收及以旧换新平台“爱回收”宣
布完成1.5亿美元新一轮融资，
该轮融资由老虎环球基金独家
领投，京东集团跟投。除此以
外，今年以来已有多起海内外电
子产品回收平台完成高额融资。

资本抢滩
电子产品回收市场升温

公开资料显示，2011年，爱回
收网成立，是电子产品回收及以旧
换新服务提供商。专注于手机、
笔记本等电子数码产品的回收业
务。本轮融资领投方，老虎环球
基金董事总经理王鹏飞表示，中
国二手手机市场规模在千亿元以
上，是房产和汽车以外另一个巨
大的二手垂直市场。放眼全球，
二手电子物品市场在万亿元以
上，并且已经实现了从发达地区
到发展中地区的分层级流动。

以手机为代表的电子产品
回收产业备受资本关注。今
年 2 月，数码产品回收交易平
台闪回收宣布获近亿元A轮融
资，本轮资方为小米及顺为资
本。互联网巨头纷纷涉足电
子回收产业，比如2017年1月
11日，腾讯上线了二手电子产
品回收平台微回收，该平台同
时也是评测机构 ZEALER 的回
收业务合作伙伴。中国资本
甚至还进入国际电子产品回
收市场，日前，一家专门收购
和销售二手智能手机的印度
初创公司 Cahify 宣布，它已经
从 中 国 投 资 者 手 中 获 得 了
1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940
万元）的C轮融资。

卖价不高
对回收手机仍持观望态度

虽然近年闲置回收概念开
始在消费者心中生根发芽，不过
与资本的热度相比，大多数消费

者对电子产品回收的理念还有
待升温。

上海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
他的旧手机、旧平板会卖给小区
蹲点回收的小商贩，“小贩上门
一手交机一手交钱，简单又省
事”。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曾
尝试过在电商以旧换新，但卖价
其实也并不高。

更多市民表示会选择将旧
手机等数码产品闲置于家中，一
是因为旧数码产品在回收商那，
很难卖出心动的价格；二是担心
废旧数码产品被回收后隐私会
泄露。市民马阿姨就对卖闲置
手机连连摇头。“我有两部旧手
机，所有的亲友通讯信息都在手
机里，但我年纪大了，不晓得如
何删干净这些信息，而且一部旧
手机只能卖个几十块钱，顺带把
亲友卖了，那就太对不起人了。”

青年报记者昨日进入一家

互联网回收平台，输入自己闲置
的两台智能手机机型：三星
NOTE2和华为P9。两款手机当初
的售价均近4000元，但在该回收
平台，一款回收报价最高为140
元，另一款最高报价为610元。

今年中国电子装备技术开
发协会曾向媒体提供资料：至
2017 年，我国已经沉积了约
20-40多亿部废旧手机，未来几
年每年更新的手机数量大约4
亿至5亿部。2018年4月，该协
会针对手机使用及报废情况进
行调研结果显示，约有 84.43%
的居民担忧个人隐私泄露，而将
废旧手机闲置在家中，作为废品
处理送给正规回收电子电器站
点的居民只有3.19%。可见，目
前废旧手机信息安全问题是影
响居民交投的首要因素。

虽然我国旧手机回收率不
足4%，但以国内庞大的人口为

基数，整个二手电子产品市场的
依旧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在
回收端，国内已涌现出多家互联
网回收企业，比如回收宝、乐回
收、微回收、爱回收等新兴创业
公司，他们正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O2O等大规模拓展电子产品
的回收业务。

机构也看好这个市场。“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
将迎来市场规模增长的大好时
期。”中信证券日前在研报中称，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7月下
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动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
方案》，要求提升国内固体废物
回收利用水平，提高国内固体废
物的回收利用率，提高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拆解利用水平。废弃
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在
政策和技术双驱动下，将迎来市
场规模增长的大好时期。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
委员会名誉主任朱森第近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和一些发达
国家相比，中国制造还存在较大
差距，必须清醒认识到问题，并
加快实现制造业“强身健骨”。
中国建设制造强国是针对现实
存在的问题，瞄准自身竞争力的
提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朱森第说，中国制造整体水
平处在从工业2.0迈向工业3.0
过程中，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相比，在生产效率、产品品质、
能源消耗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
距。在全世界制造业向智能化、
绿色化、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制造必须跟上时代步伐。
中国制造实现由大变强，不仅要
瞄准前沿技术和生产力，更要着
眼于整体水平的提高。

朱森第说，中国建设制造强

国旨在通过一系列措施和努力，
力图在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劳动
生产率、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增
强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
构、改善生产组织、加快信息化
融合、扩大国际合作等方面，促
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
争力。“是着力于通过自身努力
解决现实问题，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使自己变强，但并不排斥
别人强，更没有明确要在全球占
据什么位置。”他说。

推进建设制造强国要有重
点。朱森第认为，选择包括高档
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在内的十
大重点领域，是考虑到这些领域
我国相关企业基础比较好，希望
这些领域的经验对其他产业提
供借鉴，从而实现制造业整体水
平跃升。同时，这些领域与国民
经济发展和百姓物质文化需求

密切相关，也与全球制造业发展
走向相吻合。

朱森第强调，我国是在开放
的环境下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通过广泛的国内外合作，重视和
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制造业创新
能力和供给能力的提高。在这
一过程中，很多国际机构和企业
参与其中，共享发展成果。比
如，智能制造推进过程吸引很多
国外厂商的关注，也有不少进入
中国市场，取得良好成果。以工
业机器人为例，2017年中国工
业机器人市场销售总量14.1万
台，比上年增长58.1%。其中，
国内品牌工业机器人销量3.78
万台，同比增长29.8%；国外品牌
工业机器人销量10.32万台，同
比增长71.9%。“这足以表明我
国没有采取市场准入限制。”朱
森第说。

朱森第表示，中国政府鼓
励企业是原则和方向上的引
导，资金上也采取政府引导资
金的办法，主要支持技术创新，
而非对某个产品进行补贴，大
量资金是靠企业自己投入。此
外，金融机构的支持也采用市
场化的做法。“这本身符合市场
竞争规律，其他国家也都是如
此。”他说。

朱森第表示，中国建设制造
强国是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做
法、结合本国制造业发展实际的
基础上推进的。比如制造业创
新中心就是借鉴了美国国家制
造创新网络计划的做法。未来，
中国将加快转型升级和动能转
换的步伐，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和供给能力，朝着制造强国这一
目标坚定迈进。

据新华社电

今年已有多家公司完成高额融资

电子产品回收：不再是小生意了
高铁纪念币
下周四预约登记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中国
人民银行定于今年9月3日发行
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一枚，上海
市民可以在7月19日至7月22
日进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预
约登记。

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面额
10元，直径为27毫米，材质为双
金属铜合金，发行数量为 2 亿
枚。上海地区的分配数量为
1190万枚。中国工商银行负责
上海地区的预约发行，中国工商
银行将在官方网站公布高铁币
预约兑换网点和每个网点的可
预约数量，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
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预
约、兑换的有效身份证件必须为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

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于
2018年 9月3日至9月12日办
理预约兑换，市民可按照约定的
时间，持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前往约定
的营业网点办理预约兑换业
务。如代他人领取高铁币，需持
被代领人在预约系统中登记的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且代领
人数不超过5人。中国人民银
行表示，预约方式未能兑换的中
国高铁普通纪念币，采取现场兑
换方式发行。

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正面
图案为国徽，其上方刊“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名，下方刊年号

“2018”字样；背面图案主景为
“复兴号”动车组，背景为大胜关
长江大桥、北京南站、“复兴号·
中国高铁”文字及高山、梯田、沙
漠等。主景上方刊有面额“10
元”字样。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
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
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制造业专家：中国建设制造强国目的是
提高自身制造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行业在政策和技术双驱动下，将迎来大好时期。 青年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