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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厅长焦锦淼一直高度评价河南
“走出去”的农业企业：“可以自豪地说，河南‘走
出去’的农业企业在生产、种植、养殖、农技推广
方面在当地都是最高水平，产品市场占有率也
处于最前列。”

除了前文提及的河南贵友，作为全省首家
在国外注册种业公司、开展种子出口业务的企
业，河南经研银海种业有限公司在塔吉克斯坦
投资 4986万元，设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园区项
目，主要从事农作物新品种研究展示、高产栽培
新技术示范、农业机械化演示与推广服务、农业
技术培训与交流等。目前，示范园区粮食、棉花
平均亩产在塔吉克斯坦均为第一，并且超出当
地平均水平一倍多。塔总统曾亲临视察并给予
高度赞扬，将其培育的棉花新品种命名为“友谊
1号”并号召在全国学习推广，以解决塔国短缺
问题。

此外，河南企业还积极向发达国家“进
军”。除了2013年那场“一并天下知”的双汇并
购史密斯菲尔德收购案，商丘天一诺法维它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可持续土壤及农场
有限公司（SSF）合作，先后在澳大利亚和我国境
内合资设立企业，主营畜牧养殖和乳制品加工
销售。目前，双方共同投资设立的SSF天一控
股有限公司在澳大利亚已成功购入10多处农场
超过550公顷的资产，并完成农场水利设施及现
代化改造，收购、繁育良种奶牛500余头。

从省商务厅提供的数据来看，我省“走出
去”企业中，从事农业产业的比例超过了10%，
投资遍布中亚、南亚以及欧洲、美洲等地。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河南农
业“走出去”好戏应该还在后头。

农业企业成出海先锋

记者手记

产业前沿

“走出去”的河南企业
都在忙什么？

5月11日，省商务厅传来消息，河南贵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的亚

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有望成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目前已通过商务部、财政部和中

国国际咨询公司共同组织的境外考核。放眼全国范围，“走出去”企业设立的境外经济贸

易合作区通过认定的也只有13家。

作为扬帆出海的先锋，河南农业企业“走出去”成绩不菲，除河南贵友外，经研银海种

业有限公司等在中亚地区农业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农业，在制造、物流、勘

探、石化等领域，河南“走出去”企业同样创造出多个“第一”。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新媒体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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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霞

在刚过去的这个春天，papi酱获得
1200万融资，估值 1.2 亿左右，成为互
联网第一网红。和大红大紫的papi酱
们相比，河南本土的微信公众号运营者
更注重本地化、服务性以及实用性的内
容。如何得到投资商的青睐，他们也有
自己的想法。

清晰的盈利模式

文艺，一个从传统媒体走出来的美
丽女子，如今掌控北京一家文化发展公
司，旗下拥有微信公众号“文艺 fun”。
到今年5月，公众号刚好一周岁。

“从创立这个微信公众号，到现在
开始盈利，整整有一年的时间，其中半
年我们都处在迷茫的状态。”文艺说。

去年这个时候，文艺和另两位投资
人共同投资创办了“文艺fun”，最初，她
很看好公众号的内容和品牌吸引力，粉
丝量也很快到了10万+。按照想当然的
盈利模式，她们打算做跨境电商，在微信
公众号里卖产品，但结果生意惨淡。

反思之下。文艺和伙伴们开始整
合之前在传统媒体中积累下的资源，发
现自己最擅长的是搞策划和组织活动，
这才是他们的核心盈利能力。于是，团
队创立了实体店，又和明星李亚鹏合
作，策划组织了“嫣然基金”的募捐公益
活动，募捐款超过了 400多万元，获得
了极大成功。最近，他们又组织了音乐
节，再获成功。

现在文艺和团队对自己有了明确的
认识：公众号在网上树立了品牌，利用粉
丝扩大影响；线下创立公司，不断组织大
型活动，进一步巩固品牌和拓展业务范
围。“今年公司的预期营业额收入将达到
5000万元。”文艺很有信心，她说，如果
投资自媒体，要看对方是否有清晰的盈
利模式，是否有较强的线下支撑力，从事
的内容必须是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领
域，这样才会有必然的回报。

有观点的内容有价值的服务

陈玉生，郑州一家资产运营管理公
司的董事长，一位年轻的投资者。他投
过100多个大大小小的项目，最出名的
是“餐饮老板内参”，他是“餐饮老板内
参”第一笔风投基金的合伙人之一。

陈玉生投资自媒体的第一个原则
是：要有观点的内容，坚决反对那种博
眼球、观点偏颇的公众号。

他认为，在最热闹的2014年，每天
有超过 1.5万个微信公众号被注册，两
年后，至少三分之一会逐渐变得沉默，
最终浮出水面的只有少数人。

陈玉生并不清楚微信能走多远，能
发展到什么地步。所以，自媒体公众号

要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要做到内容
客观、中立，有观点，有影响力。

第二个原则是自媒体不能仅仅为
了圈粉，而是要想办法把粉丝转为经济
效益，任何没有商业价值的粉丝量都是
毫无意义的。

陈玉生最看重的是公众号能否提
供有价值的服务。他解释说，投资“餐
饮老板内参”主要看中这个公众号定位
清晰，站在餐饮经营者的立场，又用了
传统媒体人那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去写
内容，让人感到很信服。同时，内容为
用户服务，给用户提供了有价值的可操
作的方案。“这样的公众号很接地气，生
命力很旺盛。”

最近，陈玉生又投资了河南微矩阵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几个微信公众号，
赞助了河南财经大学的微运营大讲堂
活动。在当下碎片化、割裂式的人际交
往中，每个人都需要适时的温暖和共
鸣。“所以，和对方谈话沟通时，他的情
怀、能力也是决定投资的很重要因素。”

坚持媒体属性 拓展投资领域

“餐饮老板内参”是河南第一个得
到风投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2015年
7月，“餐饮老板内参”再获 2000万融
资，估值 1亿，目前微信公号用户订阅
数已达 75万，内参近期还将公布最新
的融资消息和新的估值。

餐饮老板内参不仅拿到风投，还正
在建设自己的投资构架。去年 11月，
餐饮老板内参联手国内领先互联网金
融平台点融网，推出首个专门面向餐饮
行业的债权类贷款融资产品——大食
贷；今年四月底，又联合中欧商业评论
推出“中欧餐+创新营”。“教育培训、学
习产品是今年的一个重点。”餐饮老板
创始人之一秦朝说。

在互联网金融方向，秦朝团队在认
真评估了众筹和直投两种模式后，因为
前者偏重并需要较多的投后管理团队
而暂时搁下，近期将以直投为主，目前
旗下投资公司已经注册成立。“投资目
前还处在布局和试水阶段，除了投资自
媒体，也在尝试投资餐饮服务链的项
目。 不过目前投资不是内参重点，重
点依然是内容媒体。”秦朝说。

秦朝团队和投资人都认为垂直自
媒体还应首先做好媒体属性，以用户体
验为中心，否则容易滑向传统公关公
司，造成用户体验下降，最终失去自身
的最重要价值。

秦朝进一步解释说，“用户为什么
会关注你？一定是因为提供了好的内
容才关注的，而不是因为你开了实体店
才关注你。用户规模和用户体验是移
动互联网新媒体的核心，尤其在垂直领
域，用户规模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用
户价值也还有很大余地。”⑨12

制造业瞄准国际一流

豫企出海正当时

微信公众号暴力吸粉刷广

告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自媒体

发展进入半成熟期，大浪淘沙过

后，什么样的自媒体能得到投资

人的青睐？

自媒体的投资逻辑

自媒体（微信公号）已历经三年野蛮

生长，从最初的PK热情，到逐步PK团队、

PK资本，现在已经进入PK商业模式甚至

模式变现阶段。也就是说，自媒体发展进

入了半成熟期，各个领域自媒体创业已经

历多轮大浪淘沙、江湖地位基本排就。但

机会依然不断闪现。腾讯企鹅智酷2016

年3月发布了《微信影响力报告》，泛媒体

类公众号超过 1/4，有超过 55%的用户每

天会在微信中停留一个小时以上，微信已

成为他们获取资讯的最主要来源之一。

以上数据背后的意义或许可以这样

理解：微信公众号暴力吸粉刷广告的时代

已经过去，但树立自媒体品牌，让每个个

体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机会获取

最大发展空间的时代才刚刚到来。⑨12

700多家
截至去年底，我省“走出去”企业 700

多家，遍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62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沿线我省共设立境外企

业176家，中方投资额为13.62亿美元。

在河南“走出去”企业中，有超过30%的企业
从事制造业。不少河南企业通过投资、并购等不
同方式，拥有了世界先进的技术和知名品牌。

提到位于河南孟州的隆丰皮草，大多数人印象
中这就是一家皮革加工企业，但就是这家加工企业，
控股了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代工企业——西班牙
的革乐美，成为LV、PRADA等品牌的生产商。

在工业制造领域，河南企业投资并购的成功
案例更加可观。早在2011年，受欧债危机影响，
世界汽车减振器行业巨头意大利威奥斯图公司由
于资金链断裂无法维持运转，被迫向法院申请破
产。我省南阳淅川减振器有限公司以105万欧元
低价成功收购该公司全套制造设备、库存产品、品
牌、研发中心和技术资料等，淅减公司的研发能
力、装备水平、产品档次由此迅速进入国际前列，
并获得了成熟的欧美市场，成功打破了国际市场
的技术壁垒；而洛阳中国一拖成功收购法国Mc-
Cormick France公司，获得了该公司所拥有的
世界领先传动系产品技术，在其技术平台上研发
出高水平的动力换挡拖拉机，在关键技术方面将
中国一拖与国外农机巨头的差距缩小了20年。

令人振奋的还有位于河南的中铁装备集团和
中铁隧道集团，在科技水平全球领先、以输出高端
科技产品为主的以色列市场上，这两家公司联合
输出了象征着中国智造的高端产品——以色列特
拉维夫轻轨红线项目西段的施工，不但输出产品，
还输出管理和服务。

在制造业领域，能列举出来的企业和项目还
很多，比如平高集团通过招标先后与波兰电网公
司签订了三个 EPC电力工程总包合同，金额达
8.2亿元。其中，日多沃项目为中资企业在欧盟境
内签订的第一个电力总承包工程；波莫扎内项目
有望成为欧盟境内第一个采用中国国产重要变电
站一次保护设备的工程。

还有，中信重工“核心制造＋成套服务”商业
模式全球探路；南阳国宇收购欧洲最大动臂塔机
制造商、金龙铜管美洲设生产基地。

截至 2015年底，我省“走出去”企业 700多
家，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共设立境外企业（机构）176家，中方投
资额为 13.62 亿美元，占全省境外投资总额的
15.9%。

我省拥有互联互通的区位优势，传统优势产
业与沿线国家产业具有较好的互补性。同时，经
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我省一些企业已初步具备
了走出去的实力，也有走出去发展的强烈意愿，这
些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引外资加快工业化
进程的需求相契合，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
潜力巨大。

“借势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进一
步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对河南企业出海
投资，也将是一个巨大机会。”省商务厅外经处处
长张旭升告诉记者。

据张旭升介绍，我省将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
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推动有条件企业到境外开
发资源，鼓励企业通过承包工程积极参与沿线国
家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合作
开发。

同时，还要推动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商
务部目前正在大力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创新工
程”，由中央财政综合补贴，国家的支持力度逐年加
大。

另外，我省还鼓励企业参加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举办的国际或区域性展会，引导河南企业
加快国际产能合作，走出去到沿线国家投资设厂，
鼓励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基
地、仓储物流基地、区域性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售
后服务中心和网点等。⑨12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10│新经济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师生防震、自救的安全意识，提高抵御和应
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日前，郑州市金水区龙子湖四小开展了防
灾减灾知识宣传暨防震疏散演练活动。

5月10日下午放学前，龙子湖四小全校同学在《防灾减灾教育宣
传》主题班会上，通过收看防溺水和防震教育视频，明白了溺水的危害
性，初步掌握了防溺水相关知识和技能；通过对地震危害的了解，地震
逃生常识的灌输，增强了师生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接着，按照演练预案，随着防灾警报的响起，班主任老师迅速打
开教室前后门，同学们双手护头在桌子下避震。紧接着，全体同学
在老师的带领下按照指定路线，安全、迅速、有序地撤离到操场，顺
利完成了防震疏散演练。 （尹占岭）

龙子湖四小开展防灾减灾演练

沁阳永威学校高中部与河北衡中合作办学，成立衡中河
南分校。让河南学子不出远门就能享受一流的高中教育。今
年秋学期面向全省招收慈善阳光生 200名、普通生 400名。各
省辖市中考前十名享受奖助学金 10万元，各县市前 10名发奖
助学金 5万元。2019年考上清华、北大，另发助学金 20万元。
高一、初一、小一新生均面向全省招生，即日起开始报名。

咨询电话：0391-5668884/5691111

沁阳永威高中(衡中河南分校)

河南省慈善总会慈善阳光班

助力莘莘学子梦圆北大、清华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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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彩民“智选五胆”中双色球大奖700万元
5月8日，洛阳双色球又中700万元

大奖！这不但是五天内洛阳市中出的第
二注一等奖，更是今年洛阳市中出第五
个双色球一等奖。据悉，这注一等奖是
位于洛阳市涧西区中州西路上的福彩第
41030027号投注站以复式投注中得，
这注复式投注采用5胆全拖的方式，共
花费56元，在中得双色球头奖1注的同
时，中得三等奖27注，共计获得奖金702
万元。近日，这位幸运彩民张先生和家
人一起来到河南省福彩中心领取了这注
大奖。

张先生坐在兑奖室里显得非常轻

松，他笑着对工作人员讲自己平时忙
于生意，根本就没有多少自由支配的
时间，再加上近两年生意不太好做，心
情也不太好，所以一直没有兑现早几
年对家人许下的带他们一起出去旅游
的诺言。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自己
这次竟然有幸中得大奖，现在，他已经
把这几天生意上的事安排好了，趁着
这次来领奖，带着家人一起，一来是分
享领大奖的快乐，二来借这个机会，一
家人出去旅游，一起放松一下。

“我买彩票喜欢用胆拖的方式，因
为对像我这样经常琢磨彩票号码的人

来说，这种方式可以用较小的付出获
得更多中取大奖的机会。”经常复式投
注的话，投入不低，家里人支持吗？面对
大家的疑问，坐在张先生旁边的家人不
等他说话就主动开口解释了这个问题。
原来，张先生在这次中大奖之前就没有
中过像样的奖，时间长了，家人免不了会
嘟囔两句。前几年有一次张先生选了一
个小复式，准备去采用倍投的方式多买
上几倍，他家人当时就不高兴了，于是找
了个借口，让张先生去赶个活，耽误了他
买彩票的时间，没承想正是那次错过，让
他们错失了一次中取双色球二等奖的机
会。这下，张先生家人再也不好意思开
口阻拦了，平时只要张先生买彩票时注
意投入，都是想怎么买就怎么买。然后，
就等到了这注702万元大奖。

“大奖奖金，我们会拿出一部分用
于生意周转，还会用一部分来支持家里
亲戚们的合理需求，剩下的会存起来，
等到合适时机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把这
份福彩带来的福气让更多的人分享。”
张先生在领完奖后高兴地说道。(曹亮)

“这张刮刮乐彩票的名字起得好啊，‘百发百

中’——真的是一刮就中！”5 月 10 日下午，彩民王先

生夫妻二人春风满面、笑逐颜开，在安阳市福彩中心

兑奖室领取了刮刮乐“百发百中”一等奖 20万元。

别看王先生年轻，却是一名理性购彩的资深彩

民。在办理兑奖手续时，王先生讲道，自己是一名 80

后，平时工作繁忙，即开型彩票这种“即买、即刮、即

兑”的游戏规则深深吸引了他，路过福彩投注站时经

常进去买几张。此次中奖的“百发百中”就是他外出

办事儿后经过 41050026 号投注站，想到买张彩票娱

乐娱乐时买的。“彩票刮开区刮完的时候，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天降 20 万元大奖啊！”拿到

支票的王先生愈加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在对

兑奖人员再三表示感谢后，夫妻二人高兴地离开了

兑奖室。

据悉，福彩刮刮乐“百发百中”有两个游戏玩法：

“猜球数”和“比胜负”，两个游戏玩法中的奖金，兼中

兼得，共有 5次中奖机会，返奖率为 65%。 （崔琰）

安阳彩民揽获刮刮乐
“百发百中”头奖20万元

淅减公司通过并购快速提升技术水平。杨振辉 摄

2015年12月23日，在中国一拖门前广场上，31台YTO大中马力拖拉机整装待发，这批产品将出
口到哥伦比亚。 高山岳 摄

中信重工的制造+服务模式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黄政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