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 业11 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巍巍贺兰山，滚滚黄河水。弹指
一挥间，宁夏回族自治区走过一甲
子。盘点“家底儿”，宁夏人会骄傲地
说，在贺兰山脚下已崛起世界钽业三
强和中国唯一铍材加工基地——中
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从窑洞里艰难起步

“建厂初期条件艰苦得很。厂
区只有几处窑洞和‘地窝子’，白天
干活只能靠肩扛人拉，晚上赶工期
还得‘连轴转’，买东西要到崇岗潮
湖唯一的小卖店，寄信要到平罗县
城。”回想起当年的日子，中色东方的
老职工们滔滔不绝。

1964 年，原冶金部考察组决定
在贺兰山脚下的石嘴山大武口区发
展中国钽铌铍产业。没想到仅仅两
年后，这个名叫“九〇五”厂的小企业
便捷报频传：1966 年 1 月份，我国第
一条年产4吨铌生产线建成；4月份，
我国唯一一条铍生产线建成投产；5
月份，引进年产6吨钽粉的火法生产
线，填补了我国钽粉不能工业化生产
的空白……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外援”的前
提下，企业独立研究、独立生产，在很
短时间内形成 4 吨铌产品、6 吨钽粉
和 40 公斤铍生产能力，创建并推动
了中国钽铌铍工业的发展。

1972年，“九〇五”厂转为宁夏管
理，更名为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宁
夏有色金属研究所。当时的企业主
要领导吴瑞荣主持实施了“超高比容
钽粉”“钽电容器阳极引线用钽丝”两
项技术改造，为中国钽粉、钽丝走向
世界，为企业最终成为世界三强之一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被拒之门外之后

上世纪 80 年代，宁夏有色金属
冶炼厂订单一度大幅下滑，经济效益
一落千丈。为开拓国际市场，该厂负
责人组织技术人员到美国考察。没
曾想，考察过程特别不顺利。有的公
司在生产线外30米处画了一道警戒
线，还有外商在商务会上拒绝看他们
生产的产品。更有甚者，当时美国钽
制品三大巨头之一听说中国希望引
进技术后，竟然傲慢地说：“我们绝不
会在世界东方培植一个竞争对手。”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考察团队，甚
至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后中色东
方的崛起。

依靠外援发展，必然受制于人。
既然此路不通，我们就自主研发！从
1989 年至 1994 年 5 年时间里，院士

何季麟率领为数不多的十几名技术
员先后组织实施了“超高比容钽粉”

“中高压高比容钽粉”“钽电容器阳极
引线用钽丝”3个国家级重点生产技
术改造项目，研发出世界先进水平的

“外加料双项可控搅拌钠还原”新工
艺，形成 4 大钽粉出口产品系列，并
通过对 0.25 毫米至 0.2 毫米细径钽
丝的技术攻关，形成了钽丝出口产品
主体生产工艺。

2003年，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所改制为宁
夏东方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成为
国有独资公司。2007 年，该集团公
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联
姻”，重组成立了中色（宁夏）东方集
团有限公司。

“自从外商将我们拒之门外后，
卧薪尝胆的中色东方人终于在世界
崭露头角。”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林说。

跻身世界级企业

作为稀有金属新材料，钽铌铍市
场的繁荣程度极其依赖经济大环
境。因此，尽管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和
拳头工艺，中色东方的发展仍旧一波
三折。

2002 年左右，受世界经济增长
明显减缓影响，公司再次陷入发展低
谷，产品销售不畅，原料成本增加，经
济效益严重下滑。

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在时任
董事长何季麟、总经理钟景明的带
领下，中色东方先后承担和完成了
20 项国家重大科研攻关以及“863”
计划等项目。由钟景明主持开发的
片式铌容器、硫化锌靶材等新产品
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
进水平。

数据显示，从 2002 年至 2011
年，公司销售额由7.3亿元飙升至63
亿元，利润总额增至1.65亿元，公司
主导产品钽粉和钽丝的研发水平分别
位于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一，销售量分
别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30%和60%。

“经过多年发展，公司已经培养
造就了一支多学科交叉、结构合理、
攻坚能力很强的工程材料、技术研
发、经营管理和市场开拓队伍。目
前，公司专业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
40%，仅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就有
34人。”陈林说。

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中色东方进
一步加快推进资产重组，全面清理亏
损产业和项目，集中优势发展钽铌铍
相关产业，如今已稳步迈上持续健康
发展轨道。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日前宣布，启动公司旗下上海豫园
黄金珠宝集团“老庙黄金”品牌升级
工作。这项工作将围绕“老庙好运文
化”开展，从开发新产品、门店改造、
整合营销等多个方面，帮助老庙黄金
从传统黄金产业品牌全面转型为珠
宝时尚行业品牌。

豫园股份董事长徐晓亮表示，老
庙黄金的品牌升级工作是在豫园股
份加快打造快乐时尚产业旗舰平台，
完善布局时尚消费产业的规划下展
开的，旨在通过“好运文化”理念展现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新中式东方美。

豫园股份是国内黄金珠宝市场
布局最早的企业之一，黄金珠宝饰品
业务是公司第一大板块。多年来，公
司旗下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突出
品牌优势，通过直营、加盟、经销3种
方式拓展连锁网络，网点数量接近
2000家。

去年，豫园股份进一步明确战略
定位，将打造快乐时尚产业旗舰平台
纳入公司顶层战略。根据计划，公司
将通过“产业运营+产业投资”双轮驱
动，持续构建“快乐时尚产业+线下时
尚地标+线上快乐时尚家庭入口”三
位一体发展战略，逐步形成面向中高

端消费群体的快乐时尚产业布局。
为实现这一目标，豫园股份不仅

对旗下品牌重新定位，还下大力气升
级产品、门店渠道，助力公司加快产
业升级步伐，完善快乐时尚产业布
局。为此，老庙黄金新品都将依据

“福，禄，寿，喜，财”开发，目前已推出
“宫喜”“拾贰生肖”等系列新品。同
时，公司直营、加盟渠道逐步推进全
新的 VI 系统，统一升级门店销售人
员着装与销售道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公司重点规
划了老庙黄金景荣楼旗舰店的改造
方案，打造好运墙、五运区，将好运文
化作为景荣楼改造的主线，力争将景
荣楼打造成老庙好运文化的发源
地。此外，公司还酝酿于今年下半年
在全国重点城市地标性商圈展开五
运专柜动态巡展，通过落地活动传递
好运文化。

徐晓亮透露，黄金产业的品牌升
级只是豫园股份整体产业升级的一
个缩影。目前，豫园股份已启动旗下
老字号品牌的升级规划，力争在现有
产品线的基础上围绕各品牌的文化
属性设计、研发新产品，并通过线下
线上的整合营销让老字号品牌焕发
活力，为其注入快乐、时尚新元素。

中色东方不靠“外援”靠自己

世界钽业三强有“东方”
本报记者 许 凌 通讯员 蒲利宏

豫园股份加速打造快乐时尚产业旗舰平台——

老庙黄金“好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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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商业航天发展迅猛。2017
年，我国完成18次火箭发射，但商业卫星一共
只有8颗。今年上半年，仅长征11号就发射了
11颗商业卫星。4月26日“一箭五星”、1月19
日“一箭六星”，商业小卫星高密度发射模式已
经悄然开启。

1月19日“一箭六星”中的其中一颗来自一
家只有2岁大的年轻企业——全图通位置网络
有限公司。为纪念航天工业奠基人贺龙元帅，
这颗卫星被命名为“亦庄全图通·贺龙星”。这
也是全图通研制的首颗面向通导遥（通信、导
航、遥感）一体化的技术验证卫星。

“它是全图通创业至今的里程碑，也是我们
苦练内功的成果。有了自己的卫星，我们可以
与更多行业展开合作了。”全图通位置网络有限
公司总经理马长斗说。

全球首颗共享卫星上天

卫星是航天应用的主要载体，也是商业航
天创新有待挖掘的重要领域。卫星应用是商业
航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说起卫星，很多人都觉得特别高大上，离
自己很遥远。其实不然。‘亦庄全图通·贺龙星’
是一颗共享卫星，为了它，我们专门设计了‘共
享卫星’的微信小程序平台。有了它，当卫星运
行到您家楼顶时，甚至可以让它给您拍一张个
性化的卫星遥感图片。”全图通首席运营官蔺陆
洲是位高高大大的“90后”，对于卫星的使用有
很多设想。

比如，全图通将联合其它航天企业，充分
发掘商业航天资源，为用户提供响应速度更
快、分辨率更高的卫星遥感图像拍摄服务。“未
来，我们还打算推出多种卫星服务，让用户以
更有趣的方式与卫星互动。我们特别希望大
家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感受到卫星的存在和价
值，多了解卫星，多应用卫星。”蔺陆洲表示。

就说“亦庄全图通·贺龙星”。这颗卫星的
个头很小，功能却很强大，它不仅搭载了用于拍
照的先进小口径星载相机，还装备了很多其它

“法宝”。比如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可以提供船
舶的位置、船速、改变航向率及航向等动态信
息；比如导航通信一体化载荷，未来可为用户提
供全球高精度服务等。

在马长斗看来，全图通的首颗卫星还肩负
着更大的使命。“面向实用的微小卫星必须实
现三个转变。第一，卫星集成度要上来，否则
成本很难降低；第二，柔性化，能够根据用户的
不同需求提供定制服务，共用功能、专用功能
都得有；第三，智能化，卫星上天后万一出现故
障，要有能力自我排除。现在卫星都采用组网
形式，如果打上去的个别卫星坏了，怎么办？
总不能重新发射一次吧，那样成本太高了。”马
长斗说。

推动高精度位置服务

今天，位置服务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开车
导航、打车定位、运动轨迹回放、朋友圈晒图
……人们对高精度位置服务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如何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技术优势，
把位置服务做得更好用、更精准，是全图通一直
努力的方向。

“你觉得，位置服务需要精确到什么级别？
米级还是厘米级？”马长斗问记者。

“对普通人来说，米级应该够了。厘米级似
乎用不上。”记者答道。

“是的！对大众用户来说，米级高精度的位
置服务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比如，在汽车启
动时使用手机导航软件最容易出错，很可能就
是几米的范围，可定位就是不准。这说明高精
度位置服务还没做到家。”马长斗说。

马长斗告诉记者，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
精度位置服务，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高精
度网络位置服务是从专业用户发展起来的，初
始目标是解决测绘等科研领域的问题，所以设
备体积大、造价高，普及有难度。

“其实，我国并不缺乏位置网络服务站点，
因为测绘、地震等行业和相关部门都有自己的
站点和网络，数量很多。我们真正缺少的是站
网之间的整合，现有的站网没有充分用好。”说
起当前高精度网络位置服务的弊端，马长斗概
括了3句话——“专业用户不需要、行业用户不
准确、大众用户没起来”。

鉴于此，全图通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
标”，当好免费高精度服务的推动者。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定位导航服务是免
费的，所以北斗的高精度位置服务也应该是免
费的。为此，我们要打通产业链，从硬件、软件
和运营维护服务中获得回报。不过，要打通产
业链，必须同时具备核心技术与解决方案，二者
缺一不可。”马长斗说。

3月26日，全图通与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共
同成立“导航定位高精度软件与算法联合实验
室”，这在马长斗看来意义重大。

“实验室的核心是算法。我们要从软件算
法入手，深入各行业的应用场景，解决行业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马长斗说：“虽然都是导航定
位，但是具体到不同行业、场景差别巨大。因
此，解决方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我们希望针对
行业应用打造一个以算法为核心的解决方案
库，然后把它们摆在一个类似超市货架的平台
上展示出来，供用户选择。”

目前，全图通的探索已初见成效。通过与
邮政、石化等领域合作开展多次算法测试，全图
通已成功为多家企业提供了多个具有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

“做好行业应用后，我们还将加快步伐，将
高精度位置服务扩展到大众应用方面。”马长
斗说。

集中优势做低轨卫星

“我国航天经验最丰富的领域是高轨卫
星。为实现差异化发展，我们要集中优势做
低轨卫星，让低轨微小卫星真正用起来。”马
长斗说。

不过，对于低轨微小卫星的发展，马长斗有
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组网确实能够更好发挥
低轨小卫星的价值，但动辄上百颗卫星的组网
计划有些太庞大了。

“低轨星座代表了发展方向，这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但是，从我国航天发展现状来看，要实
现这一目标还需要一个过程。”马长斗说：“低轨
卫星组网设计多少颗合适？我觉得，当前阶段
不要超过20颗。星座设计要确保用这个数量
级的卫星提供一定的服务，这是我国卫星发展
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毕竟，卫星上天涉及
方方面面的问题，既要考虑卫星的组批生产能
力，又要保证质量过关，确保卫星的一致性和可
靠性。此外，卫星组网还要协调火箭发射资
源。发射几百颗卫星听起来很美，但在现阶段
实现起来会比较困难。所以，做低轨星座要‘高
起点小目标’，一步一步来。”

马长斗的冷静得益于他在航天系统20年
的工作实践。1999 年，他研究生毕业就到北
斗系统工作。“上天的卫星越来越多，一方面是
我国航天事业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对卫星的研
发、管理等提出了新的挑战。”马长斗说，“除卫
星质量之外，卫星应用也是商业航天的关键。
我们要瞄准用户需求做卫星”。

回顾全图通从 2016 年 4 月份成立至今两
年多的创业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性的
风格。

创业之初，全图通就从地基增强系统起步，
在加德满都建起尼泊尔首张国家卫星导航地基
增强网。如今，这个地基增强系统正在为其机
场建设、警察执法、中小学校园安全提供高精度
服务。在建设地基增强系统的基础上，全图通
努力向底层算法和创新应用发展，在算法方面
填补了国内算法评测与算法优化的空白，形成
了行业应用发展的牵引动力；在卫星导航创新
应用方面，与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共同成立

“导航创新应用联合实验室”，发展室内外一体
化高精度定位和卫星导航信号反射波等创新
应用。

“中国商业航天的市场很大，前景很好，未
来一定会有非常优秀的公司出现。不过，发展
的过程会很漫长，还有很多关键点需要突破，脱
胎换骨的变化还没有实现，这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和推动。”马长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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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点。。我们要瞄准用户需求做卫星我们要瞄准用户需求做卫星

••发射几百颗卫星听起来发射几百颗卫星听起来

很美很美，，但在现阶段实现起来会比但在现阶段实现起来会比

较困难较困难。。所以所以，，做低轨星座要做低轨星座要

““高起点小目标高起点小目标””，，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

••面向实用的微小卫星必面向实用的微小卫星必

须实现三个转变须实现三个转变。。第一第一，，卫星集卫星集

成度要上来成度要上来；；第二第二，，要实现柔性要实现柔性

化化；；第三第三，，要提升智能化水平要提升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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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创业之初，全图通就在加德
满都建起尼泊尔首张国家卫星导航地基
增强网。图为加德满都地面站。

下图 这是工作人员正在对“亦庄
全图通·贺龙星”作卫星地面测试。

（资料图片）

下图 在导航定位高精度软件与算法联合实验
室里，工作人员正在开展算法测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