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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参投的“河南明星企业”
2016年，景安网络（股票代码 832757）披

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称拟以8.1元/股的价
格，向奇虎科技发行569万股，证实了“中原财
经圈”关于360入股景安的猜测。

董事长杨小龙说：“360入股景安，是看中
了我们的硬件实力和规范运作能力，证明了景
安网络在业界的地位。”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景安网络也以优异
的业绩回报了投资者，据该公司年报显示，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3亿元，同比上
升 15.13%；净利润 1412.6 万元，同比上升
28.07%；基本每股收益0.34元。

作为河南知名互联网企业，景安网络依靠
“云计算”“大数据”“数据中心”等关键业务，持
续进行创新与发展，推动互联网创新融合，为
河南互联网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景安网络是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省级
网络应急服务支持单位，也是中国互联网协会
指定的AAA信用企业，通过了信息系统安全
等 级 保 护 三 级、ISO9001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20000信息
技术等服务管理体系认证，连续两年荣获全国
《最受欢迎的IDC服务商》荣誉称号，连续两次
荣膺“全球云计算大奖”，与百度同获“2015数
据中心年度能效奖”等多项荣誉大奖，已成为
行业内公认的知名品牌。

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宋灵恩对景安的发
展给予殷切期望，他指出我省通信产业当前发
展状况较国内发达省市还存在有一定的差距，
希望景安能够再接再厉，并以此为契机继续加
快对云计算产业园设施建设，加强云计算领域
的投入、研发和创新力度，为我省信息化产业的
发展、腾飞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祝愿景安网
络早日成为全国互联网产业的领跑者。

三大优势：打造河南互联网第一品牌
景安网络不但硬件设施一流，在业内的影

响力，也是名声在外。
5月4日，中国互联网+中小企业创新大会

（第二届）暨“互联网+”行业企业评优活动在北
京举行。千余位业内精英汇聚一堂，景安网络
作为河南专业的多线服务器托管商应邀参会，

并凭借在IDC领域的卓越表现和突出贡献，成
功斩获大会特别颁发的“互联网+IDC行业领
军企业奖”。

2016年 6月 23日，第十五届中国互联网
大会在北京召开，景安网络荣获“2014-2016
年度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贡献奖”。这是 IDC
企业首次获此奖项，同时获奖的有新华网、爱
奇艺、新浪网、阿里巴巴、奇虎360、网易等知名
互联网企业。

在2016中国企业云服务大会（CECS2016）
大会上，快云荣获 2016中国企业云服务大会
云领奖：2015-2016年度中国最具潜力云服务
企业奖，同时获奖的有微软、阿里巴巴等国际
知名互联网企业。

持之以恒地研究云计算技术和培养优秀
的技术骨干是公司能长期立足于云计算行业
的关键，基于这一理念，2016年 11月 21日公
司适时成立了快云研究院，标志着快云在创新
之路上启动了又一重磅引擎。

杨小龙认为，景安网络之所以取得这么好
的成绩，和他们培育的三大优势密切相关，只
有如此，企业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异军突
起。

一是资源优势。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2005年自建了第一个数据中心，是国内首批
自建BGP数据中心的企业之一，是国内率先获
得国家 IDC/ISP运营资质的民营企业。拥有
自己的AS号、自治域及4个B类 IPv4地址、/
32+/36的 IPv6地址，通过BGP协议与电信、
联通、移动实现了互联互通。13年的数据中心
运营经验，形成了以技术创新为主线、商务拓
展为中心、机房管理为重点的管理运营机制。
在机房的建设运营上有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理
念，特别是在机房绿色环保节能上有很深的造
诣，对机房的PUE值控制达到了国内 郑州市
景安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
18先进水平，在 2015年与百度同获“2015数
据中心年度能效奖”，已成为行业内公认的知
名品牌。

二是技术研发优势，公司拥有一支200人
技术能力过硬、理论基础扎实、创新意识强烈
的研发团队，其中硕士占比 2%，本科占比
67%，专科占比 31%。公司与北京交通大学、
河南信息管理学校、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郑州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并开发多个项目。
同时在2016年成立了快云研究院专注云计算
领域的研究，承担了郑州市云数据交换工程研
究中心和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已获
得35个软件著作权，拥有6项专利，自主开发
基于 IaaS的“快云-云计算”平台其中有“快云
公有云”“快云私有云”“快云混合云”“快云存
储”“快云安全”“快云CDN”“快云数据库”“景
安信服务器”，基于大数据的“数据中心日志分
析系统”等业务平台。

三是客户服务优势。公司拥有百人以上
的售后服务团队，其中有：服务中心、运维中
心、资源监控中心、客服中心、备案中心、技术
支持中心等，同时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推出
了消费者保障计划：7天无条件退款、SLA百倍
补偿、安全保险、无忧服务等。在执行消费者
保障计划过程中，坚持以“用户说好，才是真的
好”的服务评价理念，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获得
了巨大的市场占有率。

站上时代风口
近日，工信部印发《云计算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指出“十二五”末期我国云计算产业规
模已达 1500亿元，到 2019年，产业规模要达
到 4300 亿元。巨大的市场机遇吸引众多科
技巨头进入云计算产业。业内表示，《行动计
划》不仅仅带动云计算提供商企业发展，而是
从上游到下游云计算产业链都有望得到巨大
机遇。

一边是随着政府、企业、家庭和农村信息化
的迅速发展，再加上3G、4G、云计算、大数据、移
动互联网等网络架构的迅速演进和网络应用的
不断丰富，“云计算”市场开始不断扩大，全球

“云计算”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边是景安旗下的“快云”品牌趁势崛起，

作为专业的云计算公司，景安网络全面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成立快云研究院，在创新之
路启动了又一重磅引擎。

2015年挂牌新三板，2016年 7月进入创
新层。截至 2017年，景安网络已经成为河南
IDC行业的龙头企业，运营2万台服务器，服务
网站数量达30万个。网络接入量河南省第一
位，全国第二位。

董事长杨小龙说：“公司的服务主要分为

三大块，第一是数据中心业务，公司拥有郑州
总部及北京、广州、洛阳、长沙4个分公司，分别
在郑州、洛阳、香港、广州、北京运营有数据中
心，这一领域占据全省绝大多市场。”

第二块为云计算，景安 2007年切入云计
算领域，打造了“快云”品牌，自主研发云计算
平台，提供计算、存储、网络等企业必需的基础
IT资源，为企业单位提供相应的行业解决方
案。自主建设运营有郑州云数据中心和洛阳
云计算产业园两大基地。

第三块为互联网+，仔细研究每个行业的
互联网需求，为客户量身订做解决方案，公司
控股子公司郑州市绿林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专注移动医疗健康领域，针对互联网+医疗零
售行业，通过信息技术提供医药零售连锁企业
信息化解决方案。目前，在医药零售领域的合
作已经取得突破。

杨小龙说：“13年的用心经营，景安网络
藉着变革创新、锐意进取和真诚服务的宗旨，
凭借用户的信赖和优异的产品质量，成为我
国特色鲜明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未来，我们
将发奋努力，成为让河南人民骄傲的本土互联
网品牌。”

景安网络：根植中原厚土 发力云计算巅峰

□本报记者 李保平

云计算（cloud comput-

ing）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

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在互

联网高速发展、市场需求不断提

升的大环境下，云计算成为行业

发展的未来，同时也是整个互联

网基础服务的核心，面对这片蓝

海，全球各大互联网巨头纷纷投

巨资攻城略地。

就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云

计算市场，河南知名互联网企业

景安网络打造的——快云品牌，

在夹缝中取得巨大突破，依靠服

务30万企业用户的业绩，相继

荣获全球云计算大奖云鼎奖、中

国企业云服务大会云领奖等奖

项，获得全行业瞩目。

景安CEO杨小龙

群象岛岛民到访景安公司参观交流

□本报记者 李保平

近年来，在全国客车玻璃行业，崛起了
一个明星企业——环宇科技（833675），该
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下，经过将近40年
的坚守，以细分市场取得突破，获得重生和
蝶变，引起了全行业的关注。

该公司2016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
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20.9%；归属
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33.7%，在装备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实
现逆势上扬。

历经市场锤炼的老将
环宇科技（833675）位于曹魏古都河

南省许昌市，诞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
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的一批民
营企业。经过不断改革、创新，如今的环
宇科技已成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国安全玻璃生产领域的一匹黑马。环
宇科技拥有 8 万平方米现代化生产车
间、专业的管理及研发团队、先进的生产
线和完善的检测设备；年产各类夹层玻
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及配套总成400
万平方米。近年来，他们以优异业绩成

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业。
在安全玻璃生产行业，环宇科技是

资历最长的企业之一；同时，在同业竞争
激烈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拼成本、拼服
务、拼质量、拼市场，从高手如林竞争激
烈的行业中迅速壮大，成为国内汽车安
全玻璃行业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凭着雄厚的研发实力、过硬的产品
质量、快速的交货速度、良好的企业信
誉，环宇科技成为宇通集团、一拖集团、
雷沃重工、江淮汽车、徐工集团、山东临
工、柳工、时风集团、道依茨、艾克、纽荷
兰、现代重工等国内国际著名企业整机
车配套的供应商，并连续获得优秀供应
商称号；同时，产品全面服务于国内售后
市场并出口美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技创新的新兵
环宇科技多年来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工作，把设备、工艺、技术、产品的研发作
为头等大事来抓。记者了解到，该公司
2010年就成立了市级研发中心，现有工
程技术人员70余人，研发人员38人，当
前正在冲刺省级研发中心。

总经理张志广说：“当今市场瞬息万
变，新技术、新应用层出不穷，作为处在
市场前沿的企业来讲，必须敏锐关注市
场变化，紧盯技术前沿，持续管理创新，
放低心态，甘做新兵，才能永葆企业的发
展活力。”

汽车玻璃制造过程中，工艺复杂，技
术参数不同，工艺和技术参数都需要企
业长时间的积累；另外，随着车型更新加
速，要求汽车玻璃供应商具有较强的技
术研发能力和新产品同步开发能力。

自2012年至今，环宇科技已陆续成
功申报专利并获得证书58个，还有4项
发明专利在实审之中；2015年同设备生
产厂家共同联合研制开发了具有国内国
际先进水平的八工位连续自动大巴热弯
炉，现已批量投产；对模具进行了更新改
进，每年研发新产品500余种，承担国家
级项目研发及转化1个、省级3个，公司
每年研发项目15个以上，以上项目都得
到了成功应用。

目前，公司产品已获中国 CCC、欧
盟、美国等国家产品认证，是省AAA质
量诚信企业，通过了 ISO/TS16949质量
体系认证。

持续打造竞争优势
记者了解到，在省委、省政府提出全

省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的背景下，环
宇科技掀起新一轮技术改造，推进“年产
35万平方米汽车用高端夹层玻璃生产线
技术升级”项目，届时，将实现“十工位连
续自动作业循环式大巴热弯生产线”的
投产使用，根据项目进度，6月底全部完
成安装并投入试生产，2017年下半年生
产产品 20万平方米，实现产值 4000万
元，利润800万元以上。

张志广说，新项目的上马，将在产品
质量、生产效率、节能降耗、市场供应等
方面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为企业创造更
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汽车的
保有量已达到 2 亿辆，预计年增长近
3000万辆，每年还有部分车辆对安全玻
璃进行更换、维修，为安全玻璃制造企业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谈到未来发
展，董事长寇保成信心满满，他说：“一是
保持公司目前在大巴客车和工程机械、
农业装备领域的行业领先竞争优势，进
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二是抓紧推进新工
厂新项目上马进度，筹划布局中高端乘
用车配套市场；三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的优势，收购或控股国内在汽车玻璃细
分市场具有技术领先的公司，与环宇产
能和平台形成协同效应；最终打造最具
竞争力的安全玻璃优秀供应商地位。”

练内功 促升级

环宇科技: 实现逆势快速增长

环宇科技挂牌新三板

环宇科技总部基地

荣誉证书

专利证书
一支能打硬仗的员工队伍

各界嘉宾到景安公司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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