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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电战略升级——

容声进军洗衣机行业

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日前，以汽
车制造、机床和管道系统为主营业务的瑞
士乔治费歇尔集团（GF）在中国市场的投
资已达到 30 亿元。据悉，在过去两年保持
年均 15%左右增长的基础上，乔治费歇尔
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预计到 2015 年，将
实现 70亿元的销售目标。

目前，乔治费歇尔集团拥有 GF 管路
系统、GF 汽车产品、GF 加工方案等三大核
心业务板块，中国是其最大市场。

乔治费歇尔加大中国市场投资

一秒钟即可充满电的手机、可以折
叠成手机大小放在口袋里的平板电脑
⋯⋯随着石墨烯时代的到来，这些科幻
片中的产品将走进现实。

11 月 12 日，江苏常州第六元素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正式挂牌，成为国内首家真正以
石墨烯产品为主营业务的新三板上市公
司。业内人士分析，资本与科技的结
合，有助于拓展石墨烯应用领域，加速
推进国内石墨烯产业化进程。

资料显示，第六元素是一家专业
从 事 石 墨 烯 粉 体 的 研 发 、 生 产 、 销
售，以及石墨烯产品应用技术开发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该 公 司 成 立 于 2011
年，借助于技术、资金及人员等重要
资源，公司已完成了石墨烯粉体宏量
制 备 生 产 线 的 升 级 改 造 。 2013 年 11
月，公司年产 100 吨氧化石墨 （烯） /
石墨烯粉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投产，300
吨氧化石墨生产线也正在申报立项。
该公司董事长瞿研博士说，“公司将抓

住上市的契机，不断完善生产工艺及
制备方法，拓展应用领域，细分产品
市场。”

在发布会现场，第六元素与江苏
海力风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道
森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石墨烯防腐
涂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三方将借力海力风电这一平台，共同
研发以石墨烯为主体的烯锌型风电设
备防护涂料。海力风电总经理沙德权
表示，三方研发的新型涂料的防腐效

果是传统防腐涂料的 4 倍以上。这一合
作将逐渐改变现有国内防护涂料产品
层次低、创新力不足的劣势，填补国
内外将石墨烯运用在风电防护涂料的
技术空白，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局面，
推动我国风电产业设施涂料的国产化
进程。同时，三方将以此为契机，进
一步研究和推广石墨烯在风力发电叶
片强度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此外，第六元素还与四川大学高分
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主要针对石墨烯改性高
分子材料的耐老化性进行系统研究。该
合作是石墨烯应用领域的一大拓展，也
是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

海通证券分析认为，从国内已知的
上市公司投资额看，石墨烯产业链铺设
需要上亿元资金。广阔的下游应用及几
乎无瓶颈的上游原材料，决定了石墨烯
产业将很快迎来爆发期。

第六元素挂牌新三板

石墨烯产业化进程再加速
本报记者 王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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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是已知最薄、最坚硬的纳米材料，具有超强的导电性和强度等特点，未来可能成

为硅的替代品，成为半导体产业新的基础材料。

第六元素挂牌新三板，推动了资本与科技的结合，将有助于拓展石墨烯应用领域，加速

推进我国石墨烯产业化进程。

本报青岛 11 月 13 日电 记者刘成报道：今天下午，
海信科龙旗下容声品牌在青岛召开了“容声洗衣机上市
暨容声家族新品”发布会，宣布正式进军洗衣机领域。至
此，容声正式升级为包括冰箱、冷柜、洗衣机在内的“大容
声”，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海信科龙大白电战略的深化。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到，容声新亮相的洗衣机有滚
筒和波轮共四大系列。据悉，其研发整合了诸多国际一
流的研发资源，例如，其驱动、平衡等核心技术是与
AKO、AMOTECH、松下等共同完成的，解决了诸多家庭
在洗净、耗能、噪音等多方面的困扰和难题。

海信科龙总裁肖建林表示，容声拓展洗衣机品类不
仅可以进一步提升其品牌知名度，也将促进海信科龙构
筑更加多元稳固的产业格局，从而以更稳健的姿态参与
行业竞争。海信容声冰箱公司总经理黄晓剑说，容声洗
衣机上市后可以共享容声冰箱在品牌、技术、渠道、用户
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并在采购、生产和销售等环节与冰
箱、冷柜实现产业协同。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随着行业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快，家电企业出现了深
度调整，这给容声拓展洗衣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冰箱、洗衣机在原材料采购、销售渠道等的共通性和互补
性，可带动海信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规模效应，从而
降低成本，扩大企业利润空间。

据了解，容声加入海信集团后，海信科龙营业收入从
2005 年的 69.78 亿元增长到 2013 年的 243.6 亿元。同
时，容声也实现了快速增长，2013 年其冰箱产品内销近
400万台，居行业前列。

2014 年 11 月 2—3 日，中国新型肥料领导者——
金正大集团出访农业强国以色列，参加在特拉维夫举
行的“山东—以色列企业科技合作对接洽谈会”。中、以
相关部门领导及中、以近百家企业代表约 200人参会。

期间，金正大集团与以色列利夫纳特集团共同成
立的“金正大—利夫纳特农业科技研究中心”揭牌仪式
在会上举行，中、以相关部门领导共同为“中心”揭牌。
金正大集团还与以色列“以中农业交流合作中心”
(ICAC3)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是金正大集团继今年 6 月
与以色列利夫纳特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的再一次
赴以，进一步深化了中以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助推中国
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

由“制造”迈向“智造”，金正大全力打造“智慧农业”
“金正大—利夫纳特农业科技研究中心”是金正大

在海外建立的第二家研究中心。“中心”将立足中以双

方资源优势，追踪国际先进农业技术、加强农业科技特
别是水溶肥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研究、开展高级技术人
才的培训、农业新技术项目的国际合作研究、现代农业
示范园建设和水肥一体化示范推广等，还将有力推动
以色列农业技术及优良作物品种在中国的应用推广，
积极促进中以农业交流与合作向纵深发展。

作为中国新型肥料的领导者，金正大集团不仅致
力于产品的研发、推广，还非常注重农民农业观念的培
养，以及农业信息“提纯”，全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符
合中国国情的立体化、无缝化“智慧农业”产业链，实现
从“制造”到“智造”的飞跃。

中以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合作前景无限
本次活动同样得到了以色列政府、企业的高度关

注与支持，中以双方就农业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在
会见中，92 岁高龄的佩雷斯先生对中以农业合作前景
寄予厚望。中以两国历来重视农业发展，两国政府和
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农业新
技术开发等方面有很好的互补关系，此次合作将进一
步推动和加强中以两国在农业领域的深度合作，希望
双方能够抓住发展的大好机遇，促进两国农业以及其
他经济发展的互利共赢合作。

农业部部长沙米尔表示对双方的合作充满信心，
认为双方的合作能起到“1+1＞2”的效果。他表示金正
大集团在中以农业合作交流上可以大有作为，尤其是
双方合作建立的农业科技研究中心，为中以农业深度
合作打开了新通道，必将在两国农业领域产生重要的
示范效应。

金正大董事长万连步表示，金正大将以此为契机，
积极学习以色列及其他国家、地区在农业生产领域的
先进技术和模式，促进中以双方在农业科研、人才培
养、技术引进、培训学习等方面的合作，力争把以色列
合作项目建成中以合作的新典范，助力中国“智慧农
业”发展。

重视人才及人的观念在金正大展开国际化进程中
至关重要。金正大以人为本的国际化主要分为三个层
面：首先，建立国际化的人才引进、交流、互通平台，吸
纳在行业领域领先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与金正大展
开全方位的合作，吸收最前沿的农业科技理论及实践
成果；其次，在国内外对相关专家、技术人员、种植大
户、经销商乃至部分政府官员进行系统的培训，并利用
三到五年时间，形成考察培训学习的规模化、常态化机

制；最后，将国外新技术、新产品及创新研究成果在国
内不断实现产业化、商品化，使更多的中国农民及老百
姓感受到现代化农业的价值及利益，使金正大成为中
国现代化农业的践行者与助推者。

金正大借势国际化，“微笑曲线”魅力凸现
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此次金正大集团

借助国际化起跳板，不断向产业链附加值更高、价值更
持久的“研发”和“品牌”进军，向大众完美地展示了其
构建的“微笑曲线”，统筹抓好“制造—创新—品牌”三
个环节。

在产品制造环节上，金正大通过超常规的研发投
入，加快产品升级、质量提升的步伐。金正大始终瞄准
国际最前沿的技术和产品，将适合我国种植业尤其是
经济作物区的先进技术引进来，消化吸收并整合利用，
使其研发水平达到国际水准。特别是近几年通过加大
技术创新，金正大先后成功开发出了缓控释肥、硝基
肥、水溶肥等一系列新产品，基本形成了作物营养技术
全系产品，为描绘“微笑曲线”奠定了最坚实基础。

在技术创新环节上，金正大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
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扩大国际化视野，寻找国际化合作
最佳切入点和突破口。目前，金正大组建了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复合
肥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土壤肥料资源高效利用国家
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家研发平台。同时，金正大也不
断寻求国际级机构的战略合作，先后与挪威生命科学
大学、挪威阿坤纳斯公司、以色列耐特菲姆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吸收引进国际领先的技术和产品，推动中国肥
料行业与国际化接轨。

在品牌建设环节上，基于对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
深刻洞察，金正大建立了清晰的差异化的定位；在品牌
传播方面，金正大全方位推动渠道建设及品牌提升,多
年连续联合农技推广部门，开展种肥同播、测土配方施
肥、科技下乡等农化服务活动。2014年，金正大在全国
组织七场中以水肥一体化国际峰会，培训 3000 多名种
植大户。通过品牌建设和服务升级,金正大产销量连
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作为具备品牌、渠道和技术等综
合性优势的金正大将成为产业整合者。

近年来，中国农业已进入转型期，回顾金正大的国
际合作之路，从与国外公司达成商业合作，到与国外大
学签署合作协议、聘请国际高级专家，再到在海外成立
研究中心等，金正大的国际化合作领域逐渐拓宽，合作

层次也一步步加深。金正大正是秉承着科技战略进行
先进技术的国际化布局，凭借着自身强大的渠道资源、
销售能力和优秀的研发能力，通过一次次的海外项目
合作实现技术升级，将国外农业生产领域先进的技术
与模式在中国落地和本土化，引领着中国传统农业向
现代化农业转型，推动着中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
升级。 （文/徐淑江）

金正大跃上国际化起跳板，打造中国“智慧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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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报道：11 月
10 日，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正式与光谷
北斗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马来西亚
共建“北斗东盟数据及服务中心”。同
时，光谷北斗与墨西哥、斯里兰卡等国
的合作也在深入沟通中。北斗“天眼”
正加快步伐挺进世界，“走出去”步伐
再次提速。

记者从武汉光谷北斗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继进入泰国市场后，光
谷北斗此次在马来西亚建设的“北斗
东盟数据及服务中心”，将为东盟地区
特别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等国家，在灾害预警、车辆
导航、精细农业、海上搜救、智能港

口、矿产安全、智能交通等 7 大领域提
供服务及产品。

光谷北斗总经理柳钧议说，除在马
来西亚建设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CORS
基站） 外，光谷北斗还将在其他东南亚
国家增建或改建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为
东南亚国家建立地面海啸监测系统、地
面滑坡监测系统等提供基础设施，为气
象部门提供观测站气象数据。

业内专家表示，光谷北斗此次与马
来西亚的合作，进一步加快了北斗导航
系统在东盟地区的应用延伸，有助于推
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早在 2011 年，光谷北斗就已经与
泰国开展了卫星应用科技研发、共同防

范和应对灾害及空间信息产业化等系列
合作，合同总金额达 100 亿元；今年 4
月底，马来西亚主动向中国方面发出邀
请，希望引入中国的北斗技术。目前，
墨西哥、俄罗斯、文莱、柬埔寨和斯里
兰卡等国都有意向引进该公司的技术和
产品，目前正在深入沟通之中。

光谷北斗董事长李德仁告诉记者，
今 明 两 年 ，“ 天 眼 ” 还 将 拓 展 非 洲 市
场。到 2020 年左右，32 颗北斗卫星构
成的导航系统将覆盖全球。

“ 北 斗 在 全 球 市 场 有 上 亿 美 元 商
机。预计到 2020 年，仅北斗卫星导航
市场就将达到年产值 4000 亿元，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 40％以上。”李德仁说。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报道：记者从重
庆西南铝业集团获悉，该公司成功生产出
11 米长的超大规格航空用高级铝板，填补
了国内空白。

西南铝业集团有关负责人称，超大规
格航空用高级铝板项目是今年重点攻关项
目之一。目前，已与波音、空客等公司建立
了直接合作关系，为其提供铝材配套产品。

光谷北斗马来西亚建数据中心
拓展“天眼”在东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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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2014 中国（潍坊）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

山东潍坊开幕，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0 多家装备

制造业相关企业参展。图为几位客户在展会上观看参展

产品。 新华社记者 冯 杰摄

西南铝业研发出11米航空铝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