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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版

从管材管件制造商转型为泛家居产业集团，之后再进军环保领域——
当阅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传
统出版行业该如何转型？吉林东北
亚出版传媒集团（简称吉版）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在传统出版上做
“精”，
与技术融合出“新”，通过跨界营销
搞
“活”
。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吉版已连
续 8 年保持出版图书零售市场占有
率全国第二的好成绩。仅 2016 年，
集团就有 43 个项目、近 200 种图书
荣获国家级奖项或入选国家重点图
书、重大项目，年营业收入 18.9 亿
元，
成为行业佼佼者。

中国联塑：找准方向再发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作为亚洲最大的塑料管材管件企
业，中国联塑集团在过去一年里表现
不俗。2016 年，集团收入 172.21 亿元，
同比增长 12.8%。
一个诞生于广东顺德小镇里的企
业，是如何用 30 年时间成长为中国塑
料管材管件制造品牌龙头的？

“精”字诀

②

“横向”发力
——进军泛家居产业
1986 年，一家名叫“西溪塑料”的
小五金厂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偏僻
的龙江小镇成立。
小厂起初并不起眼，直到 7 年后的
1993 年，才正式推出第一款拳头产品
——
“西溪”牌 PVC 难燃电线保护槽及
电线护套管。
小厂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启航是
在 1995 年。那一年，
《关于加强我国化
学建材生产和推广应用的若干意见》
发布，明确支持推广应用塑料管道、塑
料门窗等。
“ 我们搭上了这班车，开始
扩大生产，并于 1996 年正式注册‘联
塑商标’。”联塑副总裁兼执行董事赖
志强说。
随着联塑品牌渐趋成熟，联塑的业
务规模也不断扩大。2001 年 10 月 18
日，联塑在武汉建立省外第一家子公
司，标志其全国战略正式启动。随后，
集团又相继在西南、华南、华北、华东、
华中、东北、西北等全国七大区域设立
生产基地，建立辐射全国的生产基地和
营销网络。目前，联塑已拥有逾 50 家
控股子公司和超过 22 个主要生产基
地，分布于全国 16 个省份及美国、加拿
大等国家和地区。
“说起联塑，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
管道。从 PVC 到 PE 再到 PP-R，联塑
不断纵向开拓管材产业，但随着市场
份 额 不 断 攀 升 ，联 塑 还 是 遇 到 了‘ 天
花板’。”赖志强告诉记者，基于此，联
塑决定转型横向拓展，向泛家居产业
延伸。
为此，公司先后收购南海益高卫
浴、清远日利门业、安徽凤阳侨裕等多
家装修材料企业，并陆续开发出包括管
道产品、卫浴产品、整体厨房、型材门
窗、装饰板材、消防器材及卫生材料等
在内的全系列产品。
2010 年，联塑在香港交易所主板
上市。2012 年，联塑重塑品牌发展规
划 ，启 用“ 母 子 品 牌 运 营 ”模 式 ，确 立
“LESSO 联塑”和“LESSO 领尚”两大
核心子品牌的地位。
如 今 ，联 塑 又 搭 上 了“ 互 联 网 + ”
的快车。2015 年，联塑五金电气建材
商城项目正式启动，并成功举办了首
届联塑商城展示会。此次展会聚集
了全球 300 多家顶尖五金电气建材品
牌商及 2000 多家经销商，努力探索国
内“ 互 联 网 + 家 居 建 材 五 金 + 实 体 连
锁”和海外“家居建材五金全球销售平
台”的全新商业模式。不同于大部分
电商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这一平台
主要面对经销商、房地产商和工程承
包商，为各方提供“采—供—销”的一
体营销模式。
此外，为配合“联塑商城”的运营，
联塑还在物流体系建设上下大力气。
目前，联塑除在总部拥有 70 万平方米
的五金电气建材仓储总库外，还在全国
16 个省区市建有 20 多个物流配送基
地，帮助供应商、分销商实现以销定产、
接近零库存的高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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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员工在全神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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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力
——加速全球产业布局
“近期，
‘ 领尚环球之家’佛山品牌
建材澳大利亚直营中心即将登陆悉尼，
这一家居建材全球 O2O 销售平台将助
推联塑的海外战略再进一步。”联塑集
团公司秘书袁水先透露。
袁水先告诉记者，联塑首期计划在
阿联酋、泰国、印尼、印度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及美国纽约、洛杉矶，加拿大
多伦多、温哥华，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
等主要发达国家重要城市抢先布局，建
造 13 个实体商城，随后还将在 50 个国
家 100 座城市建立服务网点。
“联塑关注的不仅是国内市场，我
们的目标是‘卖全球’
。”赖志强说。
选择“出海”，联塑走得非常谨慎。
赖志强回忆说，早在 2005 年，联塑就开
始考察北美市场，但直到 2009 年才开
始试探性地进入。
“其实海外设厂的利润并不高，因
为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相对较高。”赖志
强说，2014 年、2015 年，联塑海外业务
销售额都维持在 4 亿元至 5 亿元人民币
之间，约占总收入的 3%。不过，联塑依
然看好海外市场，
“ 我们预计未来海外
业务占比能提升 10%”
。
尽管尚未取得巨大商业利益，联
塑“出海”的决心并未动摇。在东非的
乌干达，联塑已经与一家中资企业达
成合作意向，该公司打井使用的管道
就来自联塑。
“非洲多数管道都是从中国购买再
运输出境的，运费非常贵。”赖志强说，

“如今的非洲正处于卖方市场阶段，我
们计划，第一步先合作建厂，运作成功
后可能会选择通过并购当地工厂，把业
务从乌干达延伸至坦桑尼亚，逐步覆盖
整个非洲”
。
即将登陆澳大利亚的“领尚环球
之 家 ”是 联 塑“ 出 海 ”的 又 一 重 点 。
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澳自贸区协定
正式生效，澳大利亚将在 5 年内对全
部中国原产货物实行零关税，联塑决
定抓住这一机遇。
“我们希望让更多中国泛家居企业
通过‘领尚环球之家’抱团‘走出去’。”
袁水先坦言，在不少国外城市里，
“中国
制造”的家居、建材、五金产品已经占据
了当地市场的半壁江山，但却更多扮演
着“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而联塑正
在努力改变这一格局。
联塑本身有泛家居业务，为何还要
建共享平台？
“一家企业‘走出去’，形成
的品牌影响力是有限的。只有让国内
泛家居建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共享
利润，才能让国外消费者认识‘中国智
造’
的魅力。”袁水先说。

“单点”发力
——打造生态环保产业链
走进联塑集团总部，人工湖上蜻蜓
飞舞，一个欧式风情的小亭子在湖面上
漂浮着。
“ 这是我们公司开发的水上休
闲项目，亭子用联塑的特殊管材搭建，
可以漂浮在水面，坚固耐用。”袁水先向
记者介绍说。
没走多远，水下渔网又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
“ 海洋养殖网箱也是我们的重
点项目。这种材质环保无污染，可以承
受海水的侵蚀，还能较好地抗击台风。”
袁水先告诉记者，性能优越仅仅是
联塑新产品的共同点之一，另一个共同
点则体现在环保方面。

本报记者

李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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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长春市人民大街的出
版大厦，各种“新、奇、特”的出版产
品让人眼花缭乱：
女性读物《悦读时
光》甄选了大量女性文学中的精品，
并为广大女同胞集纳大量生活小窍
门；儿童文学原创读物《龙与猫之
国》不仅收纳了大量新作，
还穿插益
智谜题，为小朋友们的课余生活增
姿添彩；
《做最好的自己》等励志作
品，瞄准年轻人初入职场的各种困
扰，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这些
作品均收到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在
各自领域表现不俗。
“目前，
出版市场正在从大众化
走向分众化，这要求出版企业从数
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转变，从规模效
益向单品种效益转变。我们要相信
市场对正能量图书的刚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吉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成
与华告诉记者，2016 年，集团年销售 10 万册以上的畅销书
达 13 种，年销售 5 万册以上的热销书也有 25 种，
“这样的好
成绩坚定了我们做精品的决心”
。
同时，精品的畅销也坚定了吉版走出国门，实现文化
“走出去”的信心。2015 年，集团输出版权 153 项；2016
年，输出版权 146 项，海外市场涉及美国、韩国、俄罗斯、澳
大利亚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铁证
如山——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侵华档案研究》系列图
书已完成中文、英文、日文、俄文、韩文 5 个语种的翻译工
作，版权已输出到韩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并接连亮相
法兰克福书展、美国书展等国际顶级图书展会，引起巨大
海外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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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联塑配件

联塑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左
满伦说，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为五金建
材行业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联塑提前
布局抢占先机，同时也借此将公司发展
模式从重资产向轻资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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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环保领域进军，联塑早已开始
行动。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广东省创新大
会上，联塑集团《建筑排水用无铅硬聚
氯乙烯（PVC-U）管材管件的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斩获 2016 年度广东省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据联塑集团品质
管理中心总监宋科明介绍，PVC 管材
主要用于给水和排水系统，该系统管道
的生产需要加入稳定剂。传统生产工
艺加入的是成本低、稳定效果好的铅系
稳定剂，但有析出重金属铅的危险，对
环境有危害。
“目前，国内在给水系统上已经明
令禁止使用铅系稳定剂，但对排水管道
没有相关要求。”宋科明告诉记者，基于
这样的背景，集团于 2011 年开始了排
水管道无铅化相关技术的研究。该项
目历时 5 年，研发投入超过 1 亿元，最终
突破了大口径 PVC-U 管材管件无铅
化的技术难题，并实现规模化生产，联
塑集团也由此在国内率先实现全系列
PVC-U 排水管材管件无铅化。
2016 年 4 月份，联塑集团成功并购
广州市环境保护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这标志着中国联塑的战略布局正式延
伸至环保领域。
资料显示，广州环保设计院是一家
集环保工程咨询、设计、施工、管理，环
境污染监测、治理，环保技术研究、服
务、推广、转让等服务为一体的公司，可
为客户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工艺与工程咨询、设计、
施工、调试、运营、监测、安全评价等全
流程的专业服务。
“联塑现有的产品系列和生产设
备，已经能为污水处理、城市综合管廊
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等提供一体化解
决方案。未来，我们将努力打造一条集
环保项目咨询、环境检测、环保方案设
计、施工运营服务和融资支持于一身的
生态环保产业链。”左满伦说。

“新”字诀
在出版大厦新媒体展示大厅，记者亲身体验到“VR/
AR+图书”的魅力。通过 AR 技术，儿童图书《小宝动物
园》中的动物呈现出三维动态图像，可以跑、跳、飞、叫，大
大增强了儿童读物的趣味性；图书《进入恐龙公园》运用
VR 增强现实技术，模拟恐龙的生活环境、捕食场景，读者
只要戴上随书赠送的“身临其境”眼镜，便可进入“真实”
的恐龙世界。
吉版集团出版物管理部副部长安静告诉记者，吉版开
发的“VR/AR+图书”技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二维平面阅读
模式，将阅读变成三维立体、动感十足的新体验。目前，集
团已有 8 个新媒体项目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
库，集团资源库也上传了 1.33 万余种数字资源。以此为基
础，
集团将进一步在数字出版产品方面发力，努力开拓出版
产业的新空间。

“活”字诀
“当今是融合的时代，出版产业要转型升级，必须契合
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寻求跨界。”成与华告诉记者，吉版对于
出版发行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联手一直是非常看好的，目前，
集团正支持旗下媒体开展相关探索，延伸产业链。其中，
卓
信医学传媒集团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卓信传媒原是一家拥有《中国医院院长》杂志、
《中国社
区医师》杂志和《医师报》的传统媒体。
“我们的发行对象范
围有限，最惨的时候只有 5 万册的销量，要生存发展只能跨
界转型。”卓信传媒负责人王雁鹏说。
基于这一思路，卓信传媒整合医院、医生、医疗器械和
药品等相关单位资源，努力打造“中国医院院长年会”等专
业会议。目前，该年会已成功举办 10 届，被业界公认为中
国医疗健康产业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品牌盛会。仅此一
项探索，卓信传媒就成功摆脱了生存困境，成为吉版旗下的
创收能手。
“卓信传媒的成功探索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更加宽广的
发展空间，也为国内同行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示范。”成与
华表示，未来吉版还将继续支持跨界创新，实现成功经验的
批量复制，为整个集团的发展提供新动能。

葛洲坝牵手展慈金属

打造再生资源高端企业

中维化纤：赋予化纤产品环保新使命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在日前举办的第 14 届中国国际纺
织纱线（春夏）展览会上，中维化纤股份
有限公司的展台吸引了诸多海内外参
展商驻足。
作为第一次参展的企业，中维化纤
的展台很小，布置也简单，但表现堪称
惊艳。
“ 还是产品过硬。”中国纺织工业
联合会副会长孙淮滨表示，中维化纤虽
是化纤行业的新兵，但起点高，理念新，
市场前景可期。
中维化纤成立于 2015 年，由上海
摩资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生产基地位于
中原腹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是国内第
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注研发生产“尼
龙 66 汽车安全气囊丝”的本土企业。
“我们这次参展带来的是尼龙 66
‘色纱’、汽车安全气囊丝和高强度‘半

消光长丝’，这些产品都填补了国内市
场空白。”在中维化纤展台，公司创始人
陈海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经过技术
攻关，该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着色零
用水，客户在生产有色产品时可直接使
用，减少了染整工序，真正实现了节能
减排、绿色生产。
“目前，传统纺织印染业普遍存在
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生产工艺和设备落
后，高耗能低产出的现象，极易造成废
水、废气和噪声等方面的环境污染。要
改变这一现状，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改
变生产工艺。”陈海涛告诉记者，为此，
中维化纤联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共同成立聚酰胺纤维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攻关，赋予化纤
产品节能环保的新使命。”

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中维化纤对每
个环节都不放松：在设备创新上，率先
研发出尼龙 66 纺丝技术中的 8 头纺丝
技术，破解了此前一直困扰业界的产量
低、周期长、成本高等难题；在生产工艺
上，通过自主创新，克服了生产过程中
丝条容易被氧化的问题，保证了产品的
白度、染色性、收缩性和强力等特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维化纤充分发挥
后起优势，加大信息化、互联网等新技
术的融合应用。
“ 我们在原材料投用和
产品下线前都严把物检化验关卡，所有
产品采用‘一筒一码’。”陈海涛说，给产
品加载的二维码就好比身份证，能实现
全程可追溯。
选 择 尼 龙 66 安 全 气 囊 丝 切 入 化
纤行业，也是陈海涛和团队反复调研

思考后的决定。
“虽然汽车早已进入
普通家庭，但消费升级仍在继续。随
着全社会安全意识的提高，国内外市
场均急需大量气囊丝用于汽车安全
气囊生产。在我国，汽车企业普遍从
两家企业采购气囊丝，一家是美国独
资企业，另一家是中德合资企业，采用
的是德国技术。我们就是要联合行业
优秀资源，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陈海
涛说。
陈海涛还透露，今年 2 月份，高铁
专用改性工程塑料产品已经在北京上
车试验成功，各项性能指标优越，预计
年底正式投产。
“ 这是中维化纤这个化
纤新兵的又一重大突破。为了‘中国智
造’这个大理想，我们一直在努力。”陈
海涛说。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中国葛洲坝集团子公司
——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日前牵手再生有色
金属领域的知名企业——宁波展慈金属工业有限公司，双
方在浙江慈溪市合资设立葛洲坝展慈（宁波）金属工业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为再生有色金属深加工。
据了解，葛洲坝绿园科技公司成立两年多来，依托重
组后的葛洲坝环嘉公司、葛洲坝兴业公司，在全国设立 9
家三级公司，初步形成了涵盖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全领域
的业务网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葛洲坝绿园科技
公司董事长郭成洲表示，2017 年，中国葛洲坝集团提出“提
升发展质量、加快升级步伐”的发展思路，公司涉足再生资
源深加工领域是顺应集团发展的战略需要。目前，再生资
源行业经过长足发展，已基本实现从“收进来、卖出去”向
“深加工、再利用”的转变。葛洲坝绿园科技公司的切入旨
在建立涵盖资源回收、初加工和深加工等在内的再生资源
全产业链条，
打造再生资源高端产业。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最大、最高端、最具影响力的
综合性环保企业，
做环保行业的标杆。”郭成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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