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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7 日袁 世界村汽车产业集团
野2018新技术发布会冶在广州成功举办遥发
布会以野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冶为主题袁
正式发布了 GVG 增程式新能源汽车技
术袁同时推出了一系列智能高效尧节能环
保的新能源整车一体化解决方案遥 全国汽
车标准化委员会秘书长周荣袁GVG 重要
供应商袁江铃尧东南等国内 30余家知名整
车厂商代表以及 20多家专业媒体共 150
余人出席此次发布会遥
近年来袁 世界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发展

推动了汽车驱动方式的变革袁 纯电动汽车
的崛起无疑是大势所趋袁 但受基础设施建
设尧技术发展瓶颈等因素影响袁仍需要较长
缓冲时间遥因此袁增程式电动汽车作为传统
汽车转型和电动汽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创
新技术袁 成为目前行业内普遍认可的技术
路线遥

进入新时代以来袁 红太阳集团站在世
界的高度洞察未来袁顺势思变袁积极响应国
家节能减排政策袁 顺应当前国际社会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袁 利用人工智能与数字
化袁形成智能制造尧智能平台与智能运行袁
进军数字智能新能源汽车行业遥 通过整合
全球两家百年汽车野巨人冶的技术尧人才尧品
牌尧资本袁成功创造了涵盖国 6发动机尧增程
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智能新动力汽车的产
业链生态圈遥

本次发布会上袁 世界村汽车产业集团
董事长李健发布了集团战略发展蓝图袁英
国 ECO公司 CTO Noamaan Siddiqi 和英
国 CCA 汽车公司 CEO Martyn Wheeler
分别就 GVG 新能源技术路线及产品尧新
能源整车平台规划进行了集中介绍袁 从市
场需求尧 技术领先性等方面阐述了 GVG
新能源整车一体化解决方案遥 中汽中心技
术情报研究所总工程师黄永和先生在发言
中肯定了增程式汽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前
景袁并对红太阳精准把握市场趋势尧积极响
应国家产业政策的努力表示肯定遥

GVG通过创新业务模式袁已成功打造
出从技术到产品全产业链的支持和服务体
系袁可提供清洁高效发动机动力总成尧增程
式混合动力总成渊含纯电动冤尧新能源专用
底盘等全套产品袁 也可提供整车和子系统
开发服务袁 为客户提供灵活高效的新能源
整车一体化解决方案遥 目前袁GVG已建成
年产 30万台的现代化工厂袁清洁高效发动
机产品即将下线袁 联合应用成熟的增程式
混动技术袁 可同时为传统及新能源车型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袁 有效解决纯电动汽车续
航里程遥

可以预见袁GVG新技术的诞生为整个
汽车行业注入了全新的动力袁 必将大力推
动中国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遥

渊陈婷冤

11月 11要12日袁野江苏科邦 2018年新品发
布会暨核心客户峰会冶在淳召开遥 野江苏科邦冶十
多年来通过不断转型升级袁从单纯的野生产制造冶
到野制造+技术冶再到野制造+技术+服务冶袁用高品
质和服务赢得了 2018年全国销量逆势上涨遥

会上袁野江苏科邦冶 董事长赵富明与南京工
业大学尧 山东农业大学团队分别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袁开启了校企合作新征程遥 目前野江苏科
邦冶生态肥有限公司以野科邦三大专利冶为技术
支持袁研发出了科邦野三维全效冶复混肥尧科邦
野聚酶增效冶复混肥尧科邦野嘉城冶生物有机肥袁致
力打造野数字生物健康肥料冶体系遥 野三维全效冶
复混肥采用的是科邦新三维制肥技术袁 融合了
高效活性菌尧高能生物质尧足量氮磷钾及中微量
元素袁可促进养分吸收袁提高利用率袁延长肥效袁
减少追肥用量及次数曰野聚酶增效冶 复混肥富含
多种有机营养物质尧酶以及微量元素袁可有效促
进植物根系生长袁同时能改良土壤尧培肥地力曰
野生物有机肥冶 采用的是新一代休眠生物菌袁内
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及其代谢酶袁 是目前唯一可
定向性转化和提供氮磷钾及多种中微量元素的

生物菌袁可提高养分利用率袁提高作物抗病抗逆
能力袁高产优质遥

活动现场袁野江苏科邦冶 市场总监柯志炼发
布了 2019年新品肥要要要野豆伴菌冶生物有机肥尧
野碧增 3号冶聚酶增效肥以及特肥系列野黑咖钙冶
野安诺奇冶野无限碧增冶野精油助剂冶等产品遥 据介
绍袁野豆伴菌冶 生物有机肥中的豆粕比例达到
90%以上袁有机质含量达到 95%袁有效活菌数 0.2
亿/克以上袁是一种优质高效的生物有机肥遥 野碧
增 3号冶富含多种有机营养物质尧酶尧微量元素
等袁可有效促进根系生长袁同时可提高肥力在土
壤中的渗透性和延展性遥 野黑咖钙冶含有速效氮尧
速效钙尧活性炭尧黄腐酸尧有机质及中微量元素袁
全水溶袁补钙迅速袁在种植经济作物上使用可延
长花期袁促进根尧茎尧叶的生长袁保证果实颜色鲜
艳袁提高糖分遥

此外袁野江苏科邦冶还为 18家 2018年科邦销
售冠军单位颁发了野优秀经销商冶奖牌遥 会议期
间袁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了红太阳未来产业园等
地袁对红太阳创新转型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渊朱江冤

江苏科邦召开 年新品发布会暨核心客户峰会

世界村智慧农贸作为全国八部委
供应链试点企业和南京市供应链链主
项目袁本着赋能市场尧创富农民尧健康
市民的理念袁勇当野菜篮子冶民生工程
的践行者袁 着力打造以大数据尧 物联
网尧人工智能+供应链体系+智慧农贸
市场+线上全网为平台袁 实现线上线
下同体验尧同交易尧同结算袁完成全程
溯源及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智慧农贸新
模式袁 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关注遥

11月 18日袁 世界村智慧农贸利
民美好生活集市盛大开业袁 为助力世
界村智慧农贸发展袁 推动全市农贸市
场升级袁南京市商务局将野菜篮子工程
社区行冶活动安排在开业现场遥市商务
局副局长张雁宁尧 江宁区副区长谢从
军等出席活动袁 市菜篮子工程促进会
蒋跃君会长发表致辞遥

世界村智慧农贸到底是什么样
子钥
智慧环境院 利民美好生活集市经

过台湾设计大师的设计颇具文艺范袁
暖色调的内景让人感受到温馨与舒
适袁 个性美观的标识牌不仅让市场显
得更加整洁袁而且利于顾客寻找商户遥
此外还为每个商户配备了智能电子
称尧信息公示屏等信息化设备袁商户的
各项信息都能清晰地展示在消费者面
前遥
智慧购买院 在世界村智慧农贸利

民美好生活集市袁 消费者只需通过扫
描电子秤上的二维码便能快速完成支
付流程袁 持预付卡的消费者还可以直
接刷卡支付遥 除去传统的线下购买交
易袁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尧小
程序尧APP等渠道袁 直接在线上进行
下单和支付袁 并根据线上消费体验对
商家进行评分袁 评分信息将在商家的

电子屏上显示遥
智慧科技院 一方面随订单交易打

印带有溯源二维码的小票袁 消费者通
过扫描二维码便可以追溯产品源头及
流通信息袁解决食品安全痛点曰另一方
面通过适时大数据采集分析袁 精准指
导市民营养搭配袁健康消费曰同时反向
指导种植大市渊县冤计划性尧规模化尧品
牌化种植遥

智慧运营院世界村智慧农贸联合百
市千县袁农商互联袁开展联展联销袁进行
集采集配袁降低商户进货成本曰运营中
心利用线上营销工具袁充分结合线下地
区实际消费情况袁 开展立体式营销活
动袁提升市场人气袁充分发挥品牌效应曰
通过累计数据追踪分析袁将地区消费者
需求精准化袁指导商户精准营销袁实现
利润最大化曰利用社群赋能帮助商户维
护老客户袁增强客户粘性袁保障商户盈
利水平长期平稳增长曰商户也可以通过
后台管理系统实现科学高效的进销库
存管理袁缓解现金流压力遥

农贸市场的升级改造是产业性变
革的风口袁国家提倡的野乡村振兴尧精
准扶贫尧健康中国冶在世界村智慧农贸
都能得以落地体现遥 过去的 29年袁红
太阳集团在杨寿海董事长的带领下一
直坚持野创富农民尧健康市民尧恩报社
会冶的责任担当袁未来世界村智慧农贸
将以南京为中心袁 快速辐射周边地区
打造 360家智慧农贸市场袁五年内袁在
全国范围内打造 5000家智慧农贸市
场袁将智慧农贸打造成为产值尧销售双
超千亿尧利税尧利润双超百亿的高科技
上市公司遥 谋求发展袁不忘初心袁我们
励志帮助国内农业大县农民创富 20%
以上曰帮助市场商户增收 20%以上曰帮
助 100个县乡村振兴袁 帮助 100个县
精准扶贫遥 赵翔

红太阳增程式新能源
汽车技术亮相广州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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