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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保平

5月25日,由地平线赞助的第14
届中国户外传播大会在郑州隆重召
开，来自全国户外广告界的1500名大
咖济济一堂，众多专家对地平线的发
展模式给予了广泛赞誉。

谈到地平线传媒，可能有很多人
不知道。但是，驱车行驶在城乡道路
上，马路边一闪而过的精美广告大牌
大家没一个不熟悉，这些色彩靓丽的
广告牌就是河南本土企业，地平线传
媒（股票代码：831740）的发明。

2016年，在传统媒体广告量大幅
下滑的背景下，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实
现营业收入5565.53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7.11%；实现净利润 735.00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99%。

地平线——领跑全国“墙体广告”

河南地平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
立于1997年，20年坚持专注于企业开
拓中国三、四、五级市场提供户外广告
传播服务，目前已拥有优质户外优质
广告资源300000块，重点分布在全国
300个城市的100多条高速铁路、高
速公路、国道、省道两侧及城镇出入
口，覆盖7亿城镇主流消费群体。

地平线曾为我国推行的“家电下
乡”和“汽车下乡”作出了重要的传播
贡献。2015年成功挂牌上市，股票代
码831740，成为墙体广告行业首家上
市企业并一直持续高速增长。

近年来，地平线曾服务中国移动、
中国平安、可口可乐、爱玛电动车、立
马电动车、四季沐歌太阳能、上汽通用
五菱、美的集团、海尔集团、统一企业、
康师傅、三一重工、海尔、比亚迪、
TCL、云南白药、阿里巴巴、百度、苏泊
尔、史丹利、华为手机、小米手机、魅族
手机、唯品会等 1000 多家知名品
牌。

目前我国城市广告发展空间已基
本饱和，而广大的城埠与农村地区正
在逐步成为各广告主争夺市场资源的
重要区域，公司主要经营乡镇户外墙

体广告，由于其成本低、分布广、实效
持久、视觉传达效果好的特点，已成为
广告主在上述地区推广宣传时首选的
手段，是广告主拓展三、四级市场的最
佳宣传媒体。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据中国产业
信息网统计，2016年中国城镇常住人
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
人，并且这一比重仍将继续增大。

大量新增城镇人口带来了巨大的
消费市场，对市场品牌及产品信息的
获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的广告
客户的广告投放需求也将大幅增加，
并且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
纷繁复杂的媒体种类、个性愈强的消
费者，广告主亟须能提供全面服务的
广告公司，为其在繁杂的市场条件中，
以最为经济的手段达到较好的宣传效
果。专家认为，这就为地平线这一类
在细分市场占据绝对优势的公司提供
了巨大机遇。

三大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

20年来，地平线以其优质、系统的
服务及专业的水准在户外墙体广告行
业树立品牌和声誉，他们历经多年打
造的“三大优势”获得广大客户的认
同。他们一直致力于户外墙体广告服
务业务，为客户提供方案设计、项目实
施、媒体发布和监测、维护服务等，公
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过变更。

一是品牌优势。媒体供应商和大

型客户建立长期战略合作的门槛较
高，而地平线自成立以来，坚持专注品
牌建设，保持拥有良好的诚信度、运用
专业化的服务、优质的工程质量、较强
的运营管理能力，经过多年的积累，奠
定了业内公司的品牌形象。

二是服务体系优势。公司在墙体
广告制作技术标准上有成熟经验，资
源利用上也有开发及管理优势，广告
行业对媒体资源的依赖性较高，需要
大量的媒体资源承载广告发布。公司
通过多年积累，与媒介主建立了长期
融洽的合作关系，并且借助自主研发
的数据资源整合平台，将资源规整化、
数据统一化、制作发布、维护服务本地
化，提高公司的控制力和定价权。

三是客户资源把握优势。目前，
公司已拥有了一大批忠诚的客户，如
上汽通用五菱、海天味业、苏泊尔、阿
里巴巴等，并开展新型媒体形式，在原
有客户服务的基础上拓展开发新的业
务形式，并签订了较高的合同额。公
司坚持以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己任，经
过不懈努力以及改进完善，现已取得
细分领域内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董事长文红卫说：“过去的一年，
地平线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从专注
墙体到与互联网的互动结合；从单纯
的墙体广告发布者到‘以资源为中心’
的广告解决方案供应商；从专注区域
市场到联合全国市场。我们紧跟广告
传媒业的发展步伐，努力打造适合地
平线未来发展的全新模式。”

地平线：户外墙体广告风景线
□本报记者 张永恒
本报通讯员 邢彦须

神马华威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旗下一家专业研发生产
新材料的高新企业，多年来一直致力
于尼龙改性前沿产品的研究与应用，
如汽车用高低温尼龙扎带、高速铁路
尼龙专用料，无卤增强阻燃尼龙产品
等。

2007年，神马华威成功研制出尼
龙66高速铁路系统工程塑料扣件专
用材料，是国内第一家通过中国铁路
科学研究院鉴定的企业，该产品具备
高强度、耐冲击、耐蠕变等特性，完全
符合技术要求，部分性能指标超越了
国外公司同类产品。

在2008年建设的温州至福州高
速铁路中，70%的尼龙66扣件都使用
了神马华威公司的产品。这是国产尼
龙66工程塑料首次为国家高速铁路
重点基础项目保驾护航。

2016 年，神马华威在新三板挂
牌，正式进军资本市场，成为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旗下第2家成功登陆新三板

的企业。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神马华威

经过11年的积累与沉淀，其团队创造
的成绩一个接着一个，在国内高铁、电
子电器等市场都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
象。

一家成立仅11年的企业，凭什么
能受到高铁项目的如此青睐？

“重要的是有前瞻性，不断紧盯高
铁技术发展进行超前研发。”神马华威
董事长王军说。

王军介绍：“最初我们的科研团队
在精选添加剂品种时，仅单个配方就
实验了100多次，双螺杆设备的组合
调整了30余次，生产工艺调整更是不
计其数。经过长时间的攻关，我们才
成功研制出高铁尼龙专用料。”之后，
随着中国高铁的不断发展，轨道用尼
龙产品也不断改进和完善，神马华威
逐渐成为中国高铁尼龙专用料供应的
龙头企业。

从“长三角”“珠三角”“大武汉都市
圈”到“中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成为
都市圈的大动脉，轨道交通中的扣件系
统也将迎来更多的市场需求。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日趋严格，
节能减排、发动机小型化以及涡轮增
压技术的广泛使用，下游市场对耐温、
抗蠕变等材料性能要求增高，原使用
通用工程塑料的部件也将逐步被性能
更加优异的新材料如尼龙工程塑料所
替代，用以保障安全性能，以尼龙工程
塑料为专业的神马华威将迎来更多的
发展机遇。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正在规划

国内最大的百万吨级中国尼龙城，“一
体化”和“全产业链”是平煤神马集团
的既定发展战略。尼龙城正在着力发
展与改性工程塑料相关的各类原材
料，作为下游改性企业的神马华威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现在国家正在推进实施中国制
造2025战略，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
常大的利好。”王军表示，作为制造业
企业，除了一如既往地专注研发以外，
他们希望借助于“中国制造2025”的

“东风”，加快引进先进设备，提高制造
的智能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提升产品品质。

目前，神马华威塑的改性切片年
生产能力15000吨，现有改性双螺杆
设备七套，实验生产线一套，其中德国
WP公司产φ83双螺杆具有世界领先
技术水平。公司是国内最大的尼龙
66切片生产商，具备15万吨的年生产
能 力 。 公 司 通 过 了 ISO9001、
ISO14001、OHSAS18000 三标一体
质量体系认证和UL认证不断增加新
的品种，通过 TS16949 质量体系认
证，可根据客户需求做特殊认证。

2017年，神马华威将整体搬迁至
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通过增加新
设备、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提高产能产
量，产品品种将向相关多元扩展；同时
着力开发聚合改性、多元共聚尼龙以
及免喷涂尼龙等高端应用市场，并将
投入一定的技术力量对其他通用类工
程塑料进行前期研发。计划3—5年
内公司产品销量将达到3万吨，产值
超过6亿元。

神马华威董事长王军

神马华威：首创高铁尼龙专用料

神马华威厂房神马华威厂房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河
南省人大代表高天增眼里,食品安全
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关系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要保
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就要用全产业
链模式缔造食品安全王国。

“国人爱吃肉,要想吃得健康,肉
食从源头到餐桌的全过程都要确保安
全。但如何实施？这么多年来,这个
问题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也一直在
寻找破解的办法。”5月2日,高天增告
诉《法制日报》记者，他有两个刻骨铭
心的故事。

高天增的儿时梦想

“48年前的春节,上小学一年级的
我,随母亲到姥姥家去拜年。那时,大
人坐在桌边吃饭聊天拉家常，小孩是
不能上桌的,只能坐在一边。我看到
饭桌上的碗里有一片肉,馋得实在忍
不住了，伸起右手上前就去抓。母亲
拿着筷子狠狠地敲打了一下我的手，
还骂我不懂规矩，手里的肉又掉到碗
里。结果肉没吃到嘴里,还挨了骂，手
也被敲打疼了……”高天增回忆说。

儿时的这件事，沉甸甸地压在高
天增的心头,一想起来就心酸。

高天增轻声说道：“那时候,家在
农村,家里穷,平常是吃不到肉的，只
有过年才能吃上一两片肉，吃上一顿
饺子。每次吃肉,我都是狼吞虎咽,感
觉吃肉特别香。所以，我小时候就有
一个梦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能天天
吃上肉。”

这种感觉，在高天增的记忆里持
续到上高中。上大学以后，高天增读
的是畜牧专业,这也是他选择的理想
专业。随着知识的积累，他在上学期
间就有一个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办一
个养猪场，让身边的人吃上放心肉。
直到2003年，经过多年打拼，他终于

涉足养猪企业，办起了养猪场，目前年
出栏近50万头生猪。

食品企业的健康链

“一度出现的瘦肉精等问题对养
猪业冲击很大，老百姓对吃肉没有安
全感。”高天增认为，从饲料、养殖、兽
药、宰杀等环节都要进行全过程监管，
确保上了餐桌的肉食是安全的。否
则，就有可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第二个故事是我的美国之行，催
生出我的食品安全产业链梦。”高天增
说，从2011年到目前，他一共去过美
国7次,先后考察过饲料厂、养猪场、兽
医服务公司、农场、食品加工厂、屠宰
加工厂、超市等。他强烈地感觉到，美
国的食品产业链模式可供借鉴。

让高天增吃惊的是，他在考察一
个年产25万吨的饲料厂时发现，该厂
只有半个销售人员，因为唯一一个销
售人员还兼做饲料配方的工作。而国
内的一个饲料厂，专业销售人员少则
几十人，多则上百人。

“在管理体制上，美国的食品药品
管理机构统管全药品、食品、生物制品、
兽药，医疗器械以及诊断用品等。而我
国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是处于‘九龙治
水’状态，一旦出了问题，相互推诿扯皮
现象时常出现，最终受伤的是消费者。”
高天增认为，创新农业健康产业链是食
品企业必走之路，如果食品企业的各个
环节都能确保食用安全，监管部门就省
心了，老百姓就放心了。

人大代表的食品安全建议

作为来自畜牧业的人大代表，高
天增十分清楚食品安全在消费者心目
中的作用，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完全可
以击垮一家食品企业。食品安全有了
保证，食品企业才有发展的机遇，消费

者才能放心食用。
为此，他以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多

次呼吁要积极主动地做好食品安全的
全过程监管，并在每一次的省人大会
议上都提出相关建议。

“我就在企业里先行先试，致力于
打造从养殖场到餐桌的猪肉健康产业
链。”高天增说，他从自己所创办的河
南广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入手，
围绕土壤环境、种植、饲料、养殖、物
流、食品等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实践，
努力整合种植业、饲料加工业、健康养
殖业，全面探索食品产业链如何有序、
健康发展。

如今，高天增所创办的企业被批
准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1500
余名员工中，博士8人，硕士25人，中
级职称以上人员达到70%。业务范围
涵盖了安全饲料、生种猪养殖、动物保
健、饲料原料贸易、猪肉生产等五大产
业，实现从原料贸易到饲料产品、到养
猪、再到食品的全产业链经营，从源头
确保食品的安全。

“谁都想吃得更放心、吃得更健
康，但如何保证是个永远的话题。”高
天增说，结合食品安全中不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他多次邀请国内外
院士、专家、教授及企业界代表，为打
造食品安全产业链把脉问诊，共同探
讨中国健康猪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
向。

高天增表示，作为食品企业的一
员，将深入实践思考食品安全与健康、
如何创新监管实施全产业链“一站式”
服务等问题；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将积
极建议监管部门在加强法治建设、落
实监管责任、治理“餐桌污染”等方面，
落实最严格的全程监管制度，坚持最
严厉的处罚，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
一道防线，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出
快手、下重拳，让人民群众不再担心食
品安全问题出现。

高天增：用“全产业链模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作为我省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三板”创新层企业，广安生物(831503)2014年
挂牌以来，连续三年保持迅猛增长，该公司发布的年报显示，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14亿
元，同比增加1.57%；净利润为8463.49万元，同比增加66.51%，显示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特别是广安生物推出的“健康猪肉全产业链”标准，得到多位专家、院士的称赞，在社会上产生
较大反响，获得社会各界的积极评价。现刊登《法制日报》记者对公司董事长高天增的采访，展示
高天增董事长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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