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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保平

在中国的管道行业，国润新材
(833435)继续引领高增长。

据近日公布的2016年年度报告
显示，2016年营业收入为1.59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69.92%；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3.01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01%；记者观
察到，从2014年以来，国润新材连续
三年保持了50%以上的高增长。

管道行业领导供应商
孟加拉河务局疏浚项目、阿布

扎比河务局2013河道疏浚项目、Ⅱ
期菲律宾卡门铜矿，国际上很多大
型项目，都有国润新材的产品。

在长期与海外各国的实践和应
用中，不但使公司产品永葆国际最
顶尖水平，而且赢得了广泛的国际
市场。产品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阿塞拜疆、土耳其、科威特、阿尔
及利亚、沙特、刚果、安哥拉、南非、
埃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印度、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智利、
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0mm以下钢带增强性聚乙
烯螺旋波纹管、800mm大口径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管、3PE防腐管道等拳
头产品奠定了江湖地位；30条生产线
的巨大产能保证了公司具有快速的
供货能力。这就是位于洛阳空港集
聚区的明星企业——国润新材。

董事长王伟说：“在同业竞争激
烈的情况下，我们一是抓产品，紧盯
世界管材发展潮流，把最前沿的科技
应用到产品中，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二是自建电商团队，建立优质用
户群体，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

公司的销售渠道与传统制造业
不同，公司成立之初组建了电子商
务部，目前公司 70%以上产品均通
过电子商务渠道进行网上销售。

公司通过搭建电商平台，对自
身业务资源进行整合，进一步深挖
市场需求，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
品牌、产品形象深入人心。如今，国
润新材产品已销往全国多个城市，
并远销东南亚和俄罗斯、加拿大等
地，受到客户广泛赞誉。国润新材
也成为国内唯一把超高分子量聚乙
烯管材推向世界的企业。

公司客户，菲律宾阿特拉斯集
团卡门铜矿负责人说：“我对河南国
润新材设计的产品配置都非常满
意，遇到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快
就能派工程师过来指导，售后非常
及时和周到，国润管，OK！”

王伟说：“相对于国内市场，海
外市场不存在欠款问题，降低了风
险，加快了公司的资金循环；二是国
家对外贸出口有政策支持，有利于
增长公司盈利。”

“2017年，公司将乘胜追击，把
大口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疏浚和排
污管材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全力推
进。”王伟说。

核心技术成竞争利器
解读国润新材的成功密码，就

不得不提科技创新，没有新产品，没
有新技术，企业就不可能在残酷的
竞争局面下脱颖而出，取得增长。

创新引领——一直是国润新材
坚持的发展路径。

董事长王伟说：“公司紧紧跟随
行业发展趋势，推出的超高分子量
聚乙烯管道系列产品很好地满足了
客户的需求，在市场中的地位不断
得 到巩固，积累了后续发展的力
量。该类产品是一种高性价比、高
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替代产品，目
前在国内外市场上没有相同产品可
以与其竞争，充分保证了公司的竞
争力。”

在国内，上海化工研究院掌握
了诸多超高分子量聚乙烯顶尖研发
技术，2013年，国润新材与上海化工
研究院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并授牌
在洛阳成立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技术
研发中心，给国润新材的快速发展

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近年来，公司先后与黎明化工研

究院、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国内多
家科研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装
备了多条领先水平的超高分子量聚
乙烯管生产线、HDPE生产线，并引
进世界顶级的技术及产品,依托世界
顶级公司的资源来打造产品。

公司同上海化工研究院建立了
联合产品研发中心，并聘请上海化
工研究院研究人员张炜（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院有机所
副总工程师、硕士生导师）、叶晓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化工研究
院有机化工研究所所长）担任公司
研发顾问。

公司目前已取得专利42项，其
中 2016年新申请专利 15项。重要
专利有：超高三通、超高熔融挤出、
超高复合管道等。

强大产能保障客户需求
记者在位于洛阳空港集聚区的

国润新材生产基地看到，宏大的生产
车间占地达15000平方米，厂房内设
施先进、装备一流，王伟说：“我公司
挂牌新三板后，得到多家投资机构的
认可和投资，经过多轮增发后，我们
投巨资装备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
生产线36条，无论是技术能力和装
备水平，在国内同行业都处于领先地
位，可以说，国润管已经成为国内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强势品牌。”

一是规模优势。公司产品种类
和产品规格型号齐全，能满足客户
的不同需求。公司配备了多种型号
的产品模具，每种型号又配备多套
模具，并备足库存，普通管道订单可
以做到随到随发，500万元以下超高
分子量聚乙烯管道订单也可以及时
发货。公司自成立以来，注重技术
研发和产品工艺流程改造，不断改
进生产装备，优化生产工业流程，加

大投资力度。公司的生产规模在业
内处于前列，在节约人力成本、满足
大客户订单要求、原材料采购方面
形成自身优势，公司计划进一步扩
大生产规模，以形成更大的行业规
模优势。

二是技术优势。由于柱塞推
压、单螺杆挤出等技术的突破，使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在国内也实现
了工业化连续生产。公司拥有25条
国内先进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生产
线及1条更为先进的熔融技术生产
线，生产线采用自动上料、自动挤
出、自动切割，生产模具由水冷模式
改进为油冷模式。所生产的超高分
子量聚乙烯管材质量可靠，分子量
高，性能优异。

王伟说，与先进国家相比，目前
中国塑料管材特别是超高分子量塑

料管材的应用还有很多空白领域，
这就是新的市场容量空间；相对于
国内PVC管材市场状况，国内塑料
管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
势，越来越受到重视，并有相对较高
的利润。

他认为，在未来一段内，管道行
业应在发展 PVC、PE、PP等传统管
道产品的基础上，应加大改性、复合
以及其他新材料的新型塑料管材以
及配套产品的研发力度，重视基础
科研工作，完善管道生产和应用技
术，开发高性能、高附加值的管道产
品，以拓展新的应用领域。

王伟说:“未来五年全国管道企
业将处于行业洗牌关键节点，国润
新材将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加强研
发力度，奋力拓展市场，保持良好业
绩，以优异的成绩回报投资者。”

国润新材:加力中国管道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保平

在河南的继续教育市场，活跃
着一支劲旅，那就是新三板挂牌公
司清大教育（证券代码：839818）。

据该公司最新披露的财务数
据显示，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876914.52 元，较 2015 年营业
收 入 16765119.60 元 增 长 了
6111794.92元，增长率为34.46%，
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

自上世纪 90年代，随着国际
知名企业培训机构不断开拓中国
市场，中国国内本土企业培训咨询
机构也借助本土优势快速加入竞
争行列，共同推动着行业不断发
展。国内咨询培训行业先后经历
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快速爆发
成长阶段。现阶段中国企业培训
咨询处于爆发快速成长时期，全国
范围内包括国外咨询培训、国内咨
询培训机构，大大小小近 10000
家，2015 年咨询培训总规模近
1500亿元，每年保持30%增长率。

作为河南省地区首家登陆新
三板的管理教育机构，清大教育不
但实现了较好的成长性，而且以较
好的现金流和较为清晰的商业模
式和盈利模式而备受资本市场关
注。

清大教育：中原教育品牌“叫响神州”

近期，一则清大教育投资互联网
教育的信息引爆朋友圈，面对媒体的
采访，清大教育董事长杨宏鹏说：“处
于市场竞争一线的个体，我们投巨资
启动‘互联网＋’计划，目的在于全面
升级授课新模式，降低学员学习成
本。”

谈到企业的竞争优势，杨宏鹏认
为与时俱进是清大纵横发展的主旋
律，近年来，根据发展的需要，清大纵
横先后设立了河南清大教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清大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郑州清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河南
清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郑州清华园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5家子公司；在
主营业务上，他们致力于线下面授、远
程视频直播与O2O线上教育的融合
及企业管理教育云平台的应用与推
广；致力于构建中原企业购销、易货的
自运营网上商业生态圈，打造中原高
端的圈层经济；探索基于管理、资本双
导入的创业孵化平台，促进商业模式
的改良与创新；首创路演驱动下的金

融服务链接平台，促进项目与资本的
有效对接……这些都是保持竞争优
势，不断创新的实践。

相对于目前河南大部分本土企业
培训咨询公司还处在企业发展的低级
阶段来讲，清大教育有三大明显优
势。一是良好的品牌形象。公司作为
一家资深的企业教育培训专业机构，
在河南省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目前，
公司品牌宣传投放 1000多万元涉及
大河报、机场高速、写字楼、公交市内
广告、火车站、高铁站、广播电视等媒
体，公司会员客户已经覆盖全国各个
省份，并已成立 10多个地区同学会；
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服务了30000多
家企业，为 3000 多家企业组织过内
训，拓展培训超过 50万人次，国际考
察去过26个国家，参观考察世界知名
企业50多家，60多个顶尖学府，清大
教育在河南地区已成为企业管理绩效
提升的知名品牌。二是强大的运营网
络。公司以郑州为中心，布局河南省
18个地市并设立办事处，市场覆盖率

高，快速感应市场需求，获得最前沿的
市场需求信息，服务客户便捷性强。
三是产品体系健全。针对企业高管的
总裁研修班已运作10年，20期课程培
训企业家近 3000名，国际班、哲学班
产品则组织企业家观摩世界名企，拓
展国际视野。参访祖国胜地，体悟哲
学智慧；实战咨询班是高层团队实战
演练的企业运营咨询式辅导课程，解
决企业实际问题，拓展训练产品组织
企事业单位全员放松心情、挑战自我、
融炼团队。咨询内训是“咨询式”内训
践行者，入企诊断问题，系统解决方
案，监督执行到位，跟踪落地效果。

杨宏鹏表示，清大正式登陆新三
板资本市场，将是公司发展史上的里
程碑和新起点，标志着清大在规范企
业发展、追求品牌增值和实现公司科
学管理方面迈上了新台阶。清大将通
过资本市场继续发力，引进战略合作，
实现产业的纵向、横向整合，抓住产业
转型机遇，进一步扩大目标市场，开启
一个崭新的高速发展阶段。

锤炼品牌：打造领军全国的教育管理机构

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不断
扩大以及企业对员工培训日益重
视、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不
断涌现，中国的企业管理培训行
业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从需
求面上看，广大企业培训意识提
高，培训消费能力增强；据尚普咨
询统计：2013 年，中国企业管理
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1215 亿
元。2014年，中国企业管理培训
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494亿元，同
比增长 23.9%，预测 2018年中国
企业管理培训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3340亿元。

而从供给的角度看，管理培
训 服 务 产 业 化 也 已 经 开 始 加
速。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对
企业管理培训的扶持政策陆续

出台，为管理培训行业的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环境。目前中国大
多数的企业还处在发展初期阶
段，外资的管理咨询培训机构如
AMA、DDI 等按照欧美成熟企
业需求设计的产品并不能完全
适应本土企业的实际需求和执
行的状况。中国企业刚刚经过
30年的市场经济洗礼，无论是管
理机制建设或自身的智慧积累
都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外资管理
咨询培训机构的咨询培训模式，
让本土企业感到方案不能落地，
培训付出的经费与效果不成正
比。

因此，企业管理培训行业在
我国既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也是
一个极具发展前景的朝阳行业。

据悉，河南清大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截至
目前，年培训人数达 50万人次。
作为中原数十万家企业的智囊后
盾，清大为企业提供总裁研修、拓
展训练、企业内训、管理咨询等全
方位的企业培训服务，得到了我
省广大企业主的点赞。

记者在位于航海体育场的清
大教育郑州总部看到，各种教室
规模宏大，设施先进；课程安排
合理，接地气；签约专家、教授数
目庞大。可谓名师云集，影响巨
大，是企业家充电学习的好机
构。

据相关人员介绍，清大教育

现拥有员工 300余名，分（子）公
司遍布河南全省 17地市。十多
年来，他们以企业培训为创业基
点，与时俱进，先后开设工商管理
总裁高级研修班、新资本模式与
投融资转型班、格局商学班、领袖
智慧哲学班、领袖智慧国际班、工
商管理实战研修班、青少年修炼
营、拓展训练、企业定制内训等课
程，得到了企业家的欢迎。拥有
会员企业 3万余家，年培训企业
家及高管达20万人次，成为中原
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教育培训
机构，被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认定为“河南省中小企业培
训咨询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河南最具规模的管理教育机构

清大教育：面对千亿市场蓝海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到公司调研

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厂房

现代化的办公楼

清大高管顺利开启清大上市之门

清大论坛活动签到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