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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股份：60年锻造的“大国工匠”
□本报记者 李保平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多少知名
企业灰飞烟灭，残存于人们的记忆
中，又有多少企业曾经辉煌，而今令
人扼腕叹息。

而在我省新乡市，就有一家创
建于1954年，具有63年光辉历史的
企业，他是国内最早筛分设备专业
制造企业。一个甲子的积淀，他见
证了整个产业的盛衰；60多年的坚
持，他们研发筛分核心专利133项，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装备制造“隐
形冠军”。他就是新三板明星企业，
威猛股份（837390）。

威猛股份——“筛分
专家”闻名全球

振动筛是工矿、化工、食品等行
业的重要生产设备，新乡振动筛行
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
个闻名全国的筛分设备生产基地，
而威猛股份就是该基地的领军企
业。

公司总经理王思民介绍，60多
年来，公司多次面临“行业变革”和
激烈的商业竞争，威猛之所以能不
断壮大，就在于公司始终遵循“有
效解决客户痛点，实现客户满意最
大化”这一要点，持续创新研发升级
产品，时刻保证较强竞争力。

60年来，公司拥有河南省著名
商标1个，河南省名牌产品1个，拥
有有效实用新型专利133项。王思
民认为，依托筛分领域60余年积累
的技术研发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威猛股份已经不单单是“振动产
品”，同时在工业升级（绿色钢铁、
绿色矿山、洁净煤生产、清洁能源）、
基建民生（盾构专用泥水处理、精品
砂石、食品医药、精细化工）以及循

环经济（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污水污泥综合处理
和固废处理）三大领域具有极强技
术竞争力和大规模市场。

技术优势催发竞争优势，公司
不但和宝钢、首钢、河北钢铁、唐山
钢铁、湘潭钢铁、山钢集团、建龙钢
铁、平煤集团、神华集团、中煤国际、
华电、大唐、中铝等国内知名企业有
深度的合作，在国内振动市场占据
主导地位，而且，在国际市场也有很
大收获，先后与印度米塔尔、塔塔钢
铁、印度BALCO电力等电力公司、
巴西淡水河谷等各大钢铁企业，美
国 Lhoistnorth 集团、法国 Carri-
eres公司、博茨瓦纳国家电力公司、
土耳其SILOPI电力保持良好稳定
合作。

“可以说，威猛已把控了行业
的未来。”据中国重机协会洗选分

会秘书长吕英凡介绍，威猛是该行
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筛分分
选装备出口全国第一，已成为行业
领先的绿色钢铁物料分选系统和
燃煤清洁发电输煤系统筛分设备
供应商。

三大优势奠定核心竞争力

作为一名在威猛股份从业多年
的高管，董事会秘书李惠萍认为，威
猛股份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一是创新基因强大。作为高新
技术企业，威猛每年研发投入稳定
在营业收入的6%以上，总部研发中
心被认定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司还根
据研发方向的不同，在北京成立了
工程装备研发中心，在郑州成立了

建筑垃圾处理成套装备研发中心，
在新乡成立了轻物质分离及生活垃
圾处理研发中心。公司目前已取得
133项专利，包括高幅振动筛技术、
复频振动筛技术、盾构系统技术、建
筑垃圾资源化处理技术、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技术、污水污泥综合处理
技术等一系列的核心技术，确保公
司在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二是人才优势突出。已形成一
支稳定的创新研发队伍，核心技术
人员具有多年行业经验，专职从事
科研技术与试验工作；同时公司有
计划、有步骤地引进经验丰富的专
业人才，配合专业的人才培训机制，
形成了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结
构合理、团结合作的管理和技术团
队；公司还成功与部分高校合作 建
立了以产学研为一体的合作关系，
研发团队管理制度及人员激励制度

较为完善。
三是品牌优势突出。公司先后

通过质量、职业健康、环境及知识产
权管理体系认证，并已通过CE认
证，产品性能以高效、节能、环保、智
能著称，以复频筛、高幅概率组合筛
为代表的创新产品先后获得过业界
专家鉴定认定，获得绿色钢铁、清洁
发电、循环经济领域较具代表性客
户良好反馈。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
市场口碑以及公司增长势头，都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行业竞争力突出、
竞争优势明显。

2017年，伴随着国家从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元年迈入深化之年，威
猛股份制订了转型计划，一是创新
生产管理模式，提升产品交付能
力；二是以筛分为核心推动业务转
型升级，产品重心从单一设备向成
套设备转变，专注系统工程项目运
营，继续拓宽产品应用优势领域，
不断开拓新兴市场，提升公司产品
辐射范围。

借力“一带一路”发力
海外市场

对于国家确定的“一带一路”，
威猛股份也有深度的参与和明确的
方案。王思民说，公司2000年开始
开拓海外市场，相继参展印度、哈
萨克、伊朗及东南亚等国家装备
展，先后完成印度米塔尔、塔塔钢
铁、巴西淡水河谷等项目，累计金
额过1.1亿元；“一带一路”提出后，
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和公司业务
定位，公司已逐步建立迪拜办事
处，未来3-5年，计划在东南亚和南
亚地区新设立办事处，将业务拓展
植根于当地；海外业务收入期望达
2 亿元以上规模，达到公司业务
30%占比。

同时，威猛股份借助“互联
网+”战略，丰富营销管理模式。在
营销管理层面，运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应用CRM管理系统，以客户为
中心实现业务流程信息化、销售过
程管理透视化，最大限度整合资
源。运用数据分析工具来分析客户
数据，挖掘客户需求特征，有针对
性地为不同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或
服务，实现客户满意最大化和公司
利益最大化；营销模式层面，采用
线上与线下联合推广模式，借助阿
里巴巴、百度、360等线上推广平台
获取项目信息，进一步挖掘客户行
业链市场前端信息，为线下提供项
目信息资源；线下营销实时反馈为
线上推广提供支持，产品品牌辐射
范围在线上与线下良性互动中得以
拓宽。

在新产品开发上公司也是异军
突起，2016年 7月，公司控股子公
司——小威环境（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正式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本
2000万元，设立后的“小威环境”专
注循环经济项下的工艺路线设计、
成套方案输出、整体项目运营。

2016年10月，公司与中铁十六
局签署合作协议，为豫机城际铁路
工程项目提供盾构机泥水处理系
统，目前，“中原一号”平衡盾构机已
在郑州航空港成功始发，标志着公
司继成功进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处
理、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污水污泥综
合处理等循环经济领域之后，又成
功迈进基建工程领域。

“未来，我们将围绕‘以筛分分
选核心，聚焦工业升级、基建民生、
循环经济三大领域’战略目标，持续
创新，撸起袖子专注产品研发，打造
质量过硬、行业认可品牌，向行业展
示威猛智慧、威猛方案、威猛品牌、
威猛风采。”王思民说。

作为环保装备产业，一方面是前景光明，
另一方面是竞争激烈，对于公司核心竞争力问
题，刘红军认为：亚太能源的多项专利技术奠
定了很难逾越的高度，抬高了行业竞争门槛。

刘红军说，作为河南省环保设备标准制
定牵头单位，亚太能源2016年牵头制定了河
南省“城市生活垃圾智能分选成套设备”“废
弃有机玻璃再生成套设备”“生物柴油成套设
备”“有泥沙等有机固体废弃物处理装置技术
规范”等四项标准。

他们充分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和先进工艺
优势，创造了我国第一家达到欧盟生物柴油
质量标准，第一家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基
斯坦等多国出口生物柴油整套设备，第一家
向韩国出口脂肪酸甲酯的国内领先记录，是
河南省第一家在“新三板”挂牌上市的生物质
能源生产企业；公司生产的城市垃圾分选综
合利用设备、连续化生物柴油生产设备，被评
定为河南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尤其是在技术创新上，公司拥有“河南省
生物柴油精炼及成套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河南省生物精炼工程实验室”等先进的
技术研发和技术服务平台，以及先进的实验
设备。

亚太能源：“生物柴油第一股”引爆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李保平

生物质能与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同为可
再生能源，但生物质能是唯一可存储和运输的可
再生能源，是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领域之一。近
年来，该产业利好不断，《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将“生物质
能源开发”作为优先主题来发展，为该行业的腾
飞“掀开风口”。

新三板创新层企业，位于河南商丘的亚太能
源（831950）以其在生物质柴油方面的探索和
实践得到投资商的关注，该公司不但题材良好，
而且业绩不俗，2016年年报显示，该公司以实现
净利润2558万元，同比增长70%的良好业绩
给投资者“优异成绩单”。

据悉，亚太能源主要从事生物柴油生
产、应用，环保设备研发、制造、销售以及成
品油销售业务。据公司年报显示，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亿元，同比增
长15%；在2016年收入构成中，环保设备
销售收入贡献最大，占营收比超过6成，较
上年增长4828万元，涨幅达2.4倍。

亚太能源的另一主导产业为生物柴油
的生产销售。记者查阅亚太能源近两年总

营收中，生物柴油销售收入占比超过一
半。2014年，亚太能源生物柴油营收为
8733万元，占总营收1.07亿元的79.88%；
2015 年，总营收达到 9523 万元，其中
67.96%是生物柴油销售带来的营收，共计
6562万元。而今年，生物柴油销售收入较
上年同期减少5031万元，降幅达76.68%，
按照公报显示，主要原因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星火公司生产的生物柴油受国际原油价

格低迷的影响，销售价格下跌；另一方面，
由于本期星火公司受到当地政府部门政策
的影响，(对锅炉及污水处理等)生产设备改
造升级，于2016年3月不断减产，7月开始
全面停产，由于停产时间较长，导致销量大
幅下滑。

可以预期，生物柴油生产稳定升级后，
两大主业将齐头并进，公司营收将取得大
幅增长。

“地沟油”问题是牵扯食品安全的大问
题，多年来一直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有没
有办法彻底解决“地沟油”问题呢。

亚太能源开发的“餐厨垃圾一站式处
理方案”可以彻底解决“地沟油”问题，通过
该方案，一端是地沟油等餐厨垃圾，另一端
就是高品质的清洁能源——生物柴油。

刘红军说，该方案得到科技部、环保部
等国家部委的支持，获得全国关注，他说，
未来，我们计划把这套模式复制到全国所
有城市：“只要给餐厨垃圾找到合理的利用
渠道，将来每个城市都要上餐厨垃圾一站
式处理项目。到那时，人人喊打的‘地沟
油’将不再是人人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刘红军介绍，我国柴油的B5标准，
指的就是在柴油中添加体积比5%的生
物柴油。为了与国际接轨，国家能源局
去年年底发布的《生物柴油产业发展政
策》指出，要严格执行生物柴油(BD100)、
生物柴油调合燃料(B5)国家标准。相关
行业机构据此推测，国内生物柴油年表
需求消费量将达到 800万吨，而当前国
内生物柴油总产能300万~350万/吨，行
业缺口达 400多万吨，前景光明。而亚
太能源（831950）是国内少数能实现生物
质柴油规模化生产的企业，也是目前新
三板挂牌的第一家且唯一一家生物质能
源企业。

关于价格问题，刘红军表示，目前石化
柴油销售价格约5300元/吨，公司地沟油
原料约3200元/吨，公司的生物质柴油售
价与石化柴油售价相比有一定竞争力。

关于销售问题，刘红军说，两年来，亚
太能源生产的生物质柴油几乎是供不应
求，生物质柴油的开工率也持续达95%以
上。下一步，借助新三板融资功能，公司将
扩大生物柴油产能，目前规划是30万吨。
同时，将在河南地区筹建30~40个生物柴
油加油站，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基于此，
公司的长远计划是打造属于自己的生物质
柴油品牌，并以河南为示范效应，在全国各
省份复制。

“两大主业”描绘光明前景

为全面消灭“地沟油”提供方案

技术壁垒
抬高行业竞争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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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能源董事长刘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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