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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首款自主品牌
高端公商务用车宇通 T7 担当运输任务，
一举打破国内高端公商务用车服务被外
资、合资品牌垄断的局面。今年全国两会，
除 T7 之外，宇通新能源客车 E10 也加入
了服务两会的队伍。

“以往外资品牌基本垄断中国高端公
商务用车市场，实属无奈。客观地说，在过
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产品无论是性
能还是舒适度，都与外资品牌有差距。”一
位从事客车行业发展研究多年的专家告诉
记者，“归根到底还是我国客车行业长期处
于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
状态”。

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我国多个国
产客车品牌开始发力高端市场，尤其是
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迈
向高端的步伐明显加快，宇通正是其中
的佼佼者。

宇通集团董事长汤玉祥表示，中国客
车行业走向高端制造，得益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整个客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方向。放眼中国客车行业，“去产能、补短
板”，优化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
等，俨然已成为包括汽车在内中国经济各
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为中国自主品牌高端公商务用车的
代表性供应商，宇通的成绩得益于一直以
来的高研发投入。宇通2015年年报显示，
当年投入的研发资金为 12.29 亿元，这一
规模与国际同行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有了可靠的高端产品，宇通客车“走
出去”的步伐也更加矫健。英国、法国、以
色列、新加坡、澳大利亚⋯⋯这是 2016 年
宇通客车勾画的发达国家出口地图。经
过长期的战略布局，宇通不仅取得了欧盟
WVTA 整车认证，海外市场拓展也进入
快车道。

宇通客车海外市场部副部长常浩透露
说，截至目前，宇通客车在欧洲、美洲、澳大
利亚等发达国家共计销售5800余辆，以每
台均价 20 万欧元价格计算，约合 84 亿元
人民币。“未来，宇通在欧洲等发达国家的
市场定位不仅是数字的上涨，更要重视整
个中国品牌在发达国家的认同感，把中国
客车标准做成世界客车标准。”常浩说。

“正如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的，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
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痛，既非常紧迫又
艰巨复杂。我们要勇往直前，坚决闯过
这个关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
指引下，相信我们的高端制造之路还能
走得更远。”宇通客车国内营销副总监王
文韬说。

碧生源近日发布公告，碧生源下属全
资公司北京澳特舒尔与中山万汉、中山万
远签订投资协议，北京澳特舒尔以近 1.38
亿元对价，持有中山万汉及中山万远各
51%的股权。该收购完成后，碧生源将
控股这两家公司，打通整个大健康产业
链的上下游，实现从保健品到制药的整
体布局。

资料显示，制药公司中山万汉多年来
一直与国内外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紧
密合作，人力智力资源储备丰富；中山万远
主要从事生物发酵、原料药合成及制剂工
艺研发，其研发平台可为药品生产企业提
供全面的技术服务，具备研究及开发药物
的创新能力。

“作为中国功能保健茶行业的领先品
牌，碧生源一直将产品定位于功能茶领
域。在减肥和润肠通便市场，我们的主打
产品碧生源牌常菁茶（原减肥茶）、碧生源
牌常润茶长期市场排名第一。但不得不
说，产品结构单一是我们的弱项，仅仅依靠

‘两袋茶’对长远发展来说动力不足。因
此，我们需要通过并购，扩大碧生源的产品
线。”碧生源董事长赵一弘说。

此外，随着电商等渠道的兴起，保健品
在药店的销售增速放缓。数据显示，2016
年，保养品品类在药店渠道的销售额为
326 亿元，增速只有 0.9%，远低于非药物
在零售药店11.7%的整体销售增速。

面对市场格局的变化，碧生源决定从
两方面改革：一方面，联手壹药网积极进军
互联网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并购制药企
业，为开发新产品提供科研基础。

“我们希望，此次投资能够帮助双方专
注于自身最优质的资源，比如让万汉万远
更加专注于研发，生产出高品质的药品；碧
生源则专注于营销，把好产品卖好。通过
优势互补，实现从研发到产品再到营销的
一体化发展。”赵一弘说。

宇通客车：

优化创新迈向高端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布局大健康产业链

碧生源控股两家研发型药企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享有“茶王之乡”美誉的河南信阳
浉河港乡，有家信阳茶都茶业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徐启来人称“茶叶王”，是远
近闻名的毛尖“专业户”。

清明假期，记者来到浉河港乡郝家冲
村。道路两旁绿油油的茶山上，三三两两
的采茶人正在忙碌。

“这茶是卖给徐启来的吗？”
“老徐才不要我们的叶子呢！他嫌我

们这茶山低，离公路又近，灰尘大，不符
合他的采茶要求！”

严把质量关，这正是老徐和他的茶都
茶业做出名堂的关键所在。

徐启来告诉记者，公司拥有 11000 亩
茶山，其中 80%都在海拔 800 多米以上的

“冇人山”上。“‘冇人山’就是没有人的山，
典型的原生态，最适合种毛尖这种娇嫩的
植物。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因素，比如昼夜
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空气
湿润，高山云雾出好茶嘛！”徐启来说。

其实，老徐这些茶山不仅自然环境
好，“来头”也着实不小。据史料记载，
毛尖的历史可追溯到上千年前，主产区就
在浉河区，浉河港乡正是主产区核心中的
核心。仅老徐的 11000 亩茶山中，就有

400 多亩都是老茶山，历史超过 500 年。
这也是“茶都”牌毛尖质量上乘的主要原
因之一。

此外，茶都茶业从来不在茶山上打一
滴农药，施一丁点化肥，全部采用人工锄
草方式，再把锄下来的草和多余的枝叶等
翻盖在茶树根部，让它们自然发酵成为有
机肥，滋养茶树。

在此基础上，老徐还给公司制定了三
条“硬杠杠”：

第一条，绝不收购其他茶山的茶。
“山的情况不知道，茶种的情况不知道，
种植的情况不知道，不知根不知底怎么敢
买来用？”徐启来告诉记者，这还不是他
最担心的。“现在毛尖出名了，价格也
上 来了，有一些茶叶公司为了谋利，在
信阳茶叶还没有上市之前，就从外省收购
叶子，贴上‘信阳毛尖’的标识销售，

结果不仅砸了自己牌子，还坑害了广大消
费者。”

第二条，必须用专业的、经验丰富的
采茶工。为此，茶都茶业每年都要高价聘
请上百名熟练工，并为他们每人配一双专
业的鞋子、一条擦汗的毛巾、一顶防晒帽
等，为的就是让大家能把工作做得更加细
致，对茶山、茶叶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护。

第三条，科技人才的招纳储备不能放
松。统计显示，茶都茶业在职职工一共只
有40余人，光博士就有4位，负责带领硕士
团队从事有机化学、生物学、昆虫学、植物
保护学和药物学工作。此外，公司还有高级
农艺师5人，长期致力于新型病虫害防治技
术和信阳毛尖病虫害防控方面的研究，并
为公司及信阳附近广大茶农解决发展有机
农业和绿色农业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凭借高度的专业精神和严格的管理机

制，茶都茶业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茶
叶种植、加工、茶旅游、茶文化研究、茶
产业综合开发及茶艺培训于一体的大型集
团，“茶都”牌信阳毛尖、“茶都”牌信阳
红茶、“茶都”牌信阳富硒茶均成为河南
省著名商标。2013年，茶都茶业年产值突
破亿元大关，创造出单产单人效益超高的
茶业奇迹。

如今的徐启来正在尝试带动附近茶农
一起增收。他建立起信阳毛尖网，一方面
建立销售平台，凡信阳茶农的产品都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推广；另一方面对附近茶农
实行开放式教学，科技支撑能力覆盖20余
万茶农，占当地茶农总数的七分之一。

老徐总说，无论生意做多大，自己骨
子 里 还 是 个 茶 农 。 能 为 茶 农 们 做 些 事
情，为信阳毛尖的品牌做些事情，自己很
惬意。

茶都茶业：质量问题寸步不让
本报记者 冯举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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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 2017 年全国企业管理
创新大会上，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与国家电网、海尔一道，作为典型企
业代表，登台交流创新经验。

在强企云集的盛会上，作为中小企业
的三聚环保之所以能够拿到“麦克风”，靠
的就是国家级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
等奖作品——《高科技企业煤化与石化产
业融合联盟式服务管理》。

统计显示，这家综合性能源服务公司
自 1997 年成立以来取得了骄人的业绩，营
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已连续多年实现翻番。
尤其是在 2016 年，实现营收 175.31 亿元，
同比增长 207.66%；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
16.17亿元，同比增长97.07%。企业的飞速
发展也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追捧，仅用7年时
间，三聚环保的市值就从上市之初的 30 亿
元飙升至700多亿元。

以技术创新为骨血

“过去很多年里，我国炼油领域都
是在模仿学习中进步，如今，在新一代
炼油技术领域，国际巨头做不到的事，
我们做到了”

“我们所有的快速发展都与创新相关。”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林
科告诉记者，作为一家科研人员创办的企
业，三聚公司的创新精神已经深入骨血。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三聚环保
共申请了 405 件国内外专利，其中发明专
利372件，实用新型33件；公司共获得专利
授权218件，其中，发明专利190件，实用新
型 28 件，包括美国专利 12 件，欧亚专利 1
件，加拿大专利 2 件。此外，这家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还先后获得“十二五”石化行业
最具创新力十佳企业、2016 年度中国石化
行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荣誉。

如今，三聚环保的技术创新已经结下
累累硕果，世界领先的铁基催化净化成套
技术、高效钌基低压氨合成技术、焦化污水
气化循环利用技术、浆液法脱硫新工艺、焦
化烟气脱硫脱硝余热回收一体化工艺技
术、秸秆生物质综合循环利用及生物质炭
土壤改良技术等一批产业转型升级所需核
心技术连获突破。其中，最为耀眼的当属
超级悬浮床MCT成套技术。

“要说这项技术，我们可是世界第一。
在全球范围内，能够现场对油品进行加工
的装置本就不多，能实现平稳运行的只有
我们三聚环保。”林科的自豪之情溢于言
表，“过去很多年里，我国炼油领域都是在模
仿学习中进步。如今，在新一代炼油技术领
域，国际巨头做不到的事，我们做到了”。

业界专家告诉记者，我国自主研发的
悬浮床加氢关键技术及装备一举实现重大
突破，对大幅提升现有煤化工、石油化工行
业的经济效益乃至巩固我国能源安全都大
有裨益。具体来说，目前，国内加工劣质原
油、渣油大多采用传统延迟焦化工艺，汽柴
油产收率仅为 60%左右。使用超级悬浮床
MCT 工业装置，能做到常规油、非常规油、
原来炼不了的油“来者不拒”，并且用劣质
原料可产出优质产品，较以往的加工手段
多出 30%的清洁油品。若在全国范围内应
用的话，一年就能多产约 9000 万吨清洁油
品，相当于几个大型油田的产量。

2016 年 12 月 30 日，年加工 150 万吨
煤焦油/煤沥青综合利用项目开工奠基仪
式在河南鹤壁市举行。这标志着三聚环保

在超级悬浮床（MCT）工业示范装置在长周
期平稳运行的基础上，又朝着大型工业化
迈出重要一步。

“‘十三五’期间，三聚环保将继续以该
项目建设为起点，依托 MCT 核心技术，分
别建设数个百万吨级 MCT加氢装置，实现
煤、油、生物质原料多元与转化，推动传统
产业向绿色高端高值化转型。”三聚环保董
事长刘雷说。

以研发平台为支撑

凭借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对
接，三聚环保不仅在企业内部建起了
强大的研发团队，还与国内外高校和
知名企业建起了合作平台

“三聚环保是搞净化材料和催化剂的，
可以广泛服务于石油化工、能源化工企业，
解决生产过程以及产品清洁化的问题。未
来，企业要努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成为世
界一流的服务于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技术
公司，二是成为世界领先的生物质利用和绿
色能源与化学品技术公司。”林科说。

对于实现如此高远的目标，三聚环保很
有信心和底气。“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精
神和跨界合作。”林科表示，三聚环保不光拥
有石油化工、现代煤化工技术团队、催化剂
基础研发团队以及工程设备研发团队，在日
本、德国和美国也拥有专家支持团队。

早在 2012 年，三聚环保就与福州大学
合作共同支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目
前公司已建成 1 个行业工程研究中心、1 个
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和 3 个研发中心。由三
聚环保控股的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通过多行业和
多领域的技术整合，完成了传统化肥与相
关产业的升级改造，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二个能自主研发、生产和应用氨合成催化
剂的国家，成为我国化肥和煤化工行业的
技术领军团队。

北京、沈阳、福州的研发中心则集中开
展脱硫净化材料、脱硫净化工艺、脱硫装
备、加氢催化剂、化肥催化剂等方面的研究
开发工作。其中，北京研发中心侧重工程
技术开发研究；沈阳研发中心侧重材料合
成、放大工艺研究；三聚福大国家工程研发
中心侧重催化净化机理、前沿技术、工艺装
备开发研究。三个研发中心形成了信息共
享、优势互补的相互支撑的专业研发体系。

为确保始终走在行业前沿，三聚环保
广泛开展对外技术交流与合作，形成了“内
引外联”的科研开发模式。企业与清华大
学热能工程系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开展脱硫机理研究工作；与中石化抚顺石
化研究院就油品深加工催化剂开展长期合
作；与美国西南研究院、法国石油研究院等
建立联合创新平台；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开展战略合作，开发费托（F-T）合成、合成
气一步法生产乙醇等技术⋯⋯

2016 年，三聚环保又与南京农业大学
合作成立三聚南农绿色工程技术中心，形
成以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生态研究所
为主体的绿色农业科研体系。石油与化学
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三聚环保建立“国家
石油与化工行业秸秆生物质高值化利用工
程中心”，开展持续的研究工作，造福社会。

内外部创新资源的有效对接，极大地
提升了公司的创新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的
速度。目前，三聚环保已有9项产品和技术
获省部级科技成果鉴定，6项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和科技创新奖，2项产品被科技部认
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与“国家科技成果
重点推广计划项目”。

以模式创新为纽带

很多时候，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
决用户的难题，所以必须创新商业模
式，建立起“以市场为先导，以技术为
核心，以金融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
的共赢共享发展理念

“作为技术创新公司，我们不缺乏好技
术。但在市场推广中我们发现，很多服务
对象虽然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发展的难题，
却苦于拿不出钱来搞升级，好技术摆在面
前却有心无力。”林科表示，这一现状使企业
认识到，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决用户的难
题，必须要创新商业模式，即要走技术创新
与模式创新“双轮驱动”的路子。

为开拓发展空间，2012年，三聚环保提
出“以市场为先导，以技术为核心，以金融
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的共赢共享发展理
念，推动传统焦化、煤化工、石油化工向低
碳环保新能源转型。

经过 3 年多的努力，三聚环保联合 20
多家民营石化、焦化和煤化工企业，初步建
成了环保化石能源服务联盟。该联盟通过
顶层设计实现现代煤化工与石油化工加工
过程中碳氢元素高度互补的产业链，通过
不断注入三聚环保自主创新技术，对企业
实施量体裁衣的技术改造，为其定制原料
和产品，打造从基础原料到终端销售的完
整产业体系，从而突破传统煤化工、石油化
工企业各自为主、自我封闭的发展路径，极
大地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我们给客户提供的服务，不是单一的
技术服务，而是同时提供从技术综合解决
方案到金融资本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林
科表示，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是不缺钱
的。一方面，很多资本想找好项目；另一方

面，有些企业有很好的资源和项目，却找不
到钱。为此，三聚环保开始在联盟企业与
资本之间搭建平台。

在此基础上，2015年，三聚环保携手联
盟企业与天津股权交易所等签署了战略合
作 协 议 ，共 同 创 建“ 中 国 低 碳 新 能 源 板
块”。与此同时，在三聚环保的推动下，联
盟企业和各地政府合作成立政府引导的产
业基金，以不多的投入引来了金融资本的
参与。这就打破了当前传统焦化企业贷款
难的困局，银行通过与产业基金对接，也能
够更好地服务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三聚环保深入研究区域资源优
势、市场需求，推动联盟企业资源有效对接，
在协同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比如，联盟中
的黑龙江七台河勃盛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安
瑞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大庆联谊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神龙集团4家企业产
品具有较强互补性，为避免远距离运输、迂
回运输，联盟成员之间以物联网为纽带，统
筹原料和产品配送，降低物流成本，最大限
度实现产品互供，助其提高效益。

“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提升实体经
济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全国人大财经
委副主任、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审定委员会主任邵宁对于三聚环保的探索
给予了充分肯定。

“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三聚环保
瞄准传统焦化、煤化工和石油化工向低碳
环保新能源转型的巨大市场机会，以产业
服务联盟为载体，以拥有的关键技术和集
成技术为基础，创造多种商业模式，为联盟
内企业开展各种个性化的定制服务，推动
传统能源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和融合发
展。三聚环保的创新成果，值得其他企业
学习借鉴。”邵宁说。

在2017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一家中小企业凭借一等奖作品——《高科技企业煤化与石化

产业融合联盟式服务管理》获得“话语权”——

三聚环保的创新基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国民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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