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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业科技：让全球沟通更简单
□本报记者 张永恒

中原腹地，群雄逐鹿，在这片华
夏民族发祥之地上，有一支队伍在互
联网行业中异军突起，那就是——中
业科技（证券代码：834134）。中业科
技秉承着“让全球沟通更简单”的宗
旨，通过不断革新的产品和服务，打
破因不同语言文字而产生的隔阂，使
全世界的人们能够无障碍地跨语种
沟通交流。

2010年，开创基业。郑州市中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首个国
际跨语言社交网站GaGa上线，支持7
种语言浏览、互译。

2011年，初露锋芒。中业科技斩
获社交软件产品证书并成为优秀产品
并通过双软企业认证。中业产品用户
突破百万。

2012年，稳步提升。GaGa移动端
V1.0版本正式上线，上线后用户实现
爆发，综合用户年底突破百万。

2013年，快速发展。成立全资子
公司——北京中业创软科技有限公
司；洛阳中业科技有限公司。新增语
音聊天和语音翻译功能，中业综合注
册用户暴增超800万。人工智能翻译
引擎——Trycan正式上线，中业开启
人工智能翻译先河。

2014 年，脱颖而出。中业集团
CEO 陈立杰获“2014 年中国经济人
物”称号。中业智能翻译APP随译问
世，成为国内第一个上线的人工智能翻
译产品。中业翻译成功突破AI深度学
习技术，使智能翻译准确度提升90%
以上。

2015年，日新月异。中业科技成
功获得2600万元融资。2015年11月
成功登陆新三板，成为国内第一个登陆
资本市场的社交网络公司。中业科技
登陆新三板后获得著名投资机构A轮
融资3500万元。人工智能翻译平台
Trycan成功应用于国家安全领域。

2016年，崭新时代。中业科技AI
智能翻译机器人——小业V1.0正式研
发成功，标志中业正式进入翻译智能硬
件领域。中业产品综合使用用户突破
3500万，实现月活用户550万以上，全
年营收突破7000万元。确定中业快速
发展30年的发展战略，让全球沟通更
简单的企业使命。

未来，中业科技将继续注重在大数
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智能硬件等
方面的发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和产
融互动，不断优化互联网翻译解决方
案；改变传统业态，迎接挑战，不断创
新，为实现全球沟通更简单的梦想不懈
奋斗。

大浪淘沙，百舸争流，在互联网快
速发展的潮流中，如何让企业保持高速
的发展，如何实现企业最终的梦想，中
业科技交出了一份答卷。

中业以用户为核心。通过人工智
能翻译(AI Translate)、多语言社交网
络(Social Network)、移动互联网应
用(Mobile Internet)三大系统，创建

了分别以翻译、会员、移动数据为中心
的服务体系，打造出多个经典互联网
产品。独具特色又相互交融的系统、
服务、产品，组成了中业以用户为核心
的互联网生态圈。形成具有中业特色
的两大核心平台与一项升级服务，即
开放平台和跨国社交及移动互联网行
业应用；一方面通过开放平台，向外提
供开放便捷的多语言服务接口，为跨
境电商、跨境旅游及跨境贸易等行业
提供多语言支持快速实现国际化和跨
国沟通；另一方面通过自有资源——
跨国社交平台，聚集全球跨语言社交
用户，完美支持用户跨语言交流，真正
实现跨国社交；同时通过移动互联网
与B端资源对接，包装提升两大核心
平台为不同国家用户提供更丰富全面
的资源服务。

多语言跨国社交网络

GaGa处于国际社交领域，突出人
与人的沟通互动，细分多语言交友和

沟通的诉求服务，挖掘异母语社交痛
点，完善（人-关系-内容-服务）的闭
环，以解决社交跨语言沟通障碍为己
任，以强大的功能开启个人国际社交
新时代，专注服务数千万的线上用
户。GaGa提供网站服务及手机端服
务，用户主要集中在欧美及东南亚地
区，已成为跨境交友的首选平台之
一。GaGa平台主营业务有网站会员
服务、翻译、电商、游戏以及基础社交
涵盖的表情、礼物、道具等增值服务。
这些服务都成为GaGa平台的主要收
入来源。目前GaGa平台在公司业务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智能翻译开放多语言网络

基于智能翻译辅助人工翻译，人
工翻译修正智能翻译的基础逻辑，拓
展提升智能翻译的准确度和反应速
度，辅以深度学习及智能记忆形成一
个整体智能化多语言服务系统即人工
智能翻译系统，构建中业互联网翻译

商业生态系统。
从根源上融合人工与机器，实现快

速翻译，结合互联网的共享和开放性，
为互联网跨语言社交，跨境电子商务及
跨境旅游行业提供更加精确和快捷的
智能多语言服务，同时为行业发展节省
成本，为译员提供更加智能便捷的工作
平台，成为全球译员工作的最佳之选；
针对多样化的场景将原有服务多语言
化，将因语言问题而未建造的服务变为
现实，直接实现多语言即时化，为用户
提供跨越时间、空间、直达服务对象的
在线多语言服务，语言将不再是障碍，
让全球沟通更简单！

移动互联网行业应用服务

中业移动互联网行业应用服务在
用户使用移动互联网体验产品及服务
的各个环节起到促进活跃性的作用，通
过数据流量与运营包装将原产品与服
务的用户进入门槛降低，同时通过打包
服务促进用户整体活跃性，让整个产品

与服务体验升级！
整个移动互联网就像一张城市交

通网，汽油是三大基础电信运营商提供
的移动通信平台，车辆是各大手机移动
端；汽油保证了整个移动互联网的有效
运行，为移动互联网的运行提供了能源
支撑；汽车包装具象了移动互联网行
业，让用户有了具体可操作使用的形
态；但是交通网缺乏了能源补充站——
加油站，交通网分布不同区域和功能，
车辆运行没有办法随行业发展自由前
行；这个系统要加上加油站、加油设备、
加油卡等，才能更好地支持移动互联网
的发展和运转效率，为引导车辆在移动
互联网中行驶和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业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就是这个能
源系统。

中业基于多语言社交服务、人工
智能翻译服务以及移动互联网行业应
用服务打包组合不同服务形成不同经
营模式。打包代理形式大大促进了中
业业务推广、突破了用户消费的局限
性，通过代理服务中业可自由与其他
产品或服务结合，形成更具吸引力的
服务。

鉴于北斗导航产业在整个国民经
济产业中的渗透率还不高（尤其是汽车
行业），以及市场发展方向的主导、国家
政策的扶植和市场经济的需求，未来该
行业并将迎来一个爆发式增长期，具有
非常高的投资前景和价值。

中业科技董事长陈立杰说：“中业
科技是一家年轻的互联网公司，我们紧
抓自身产品用户的特点，积极有效地进
行了各种用户促活方式，充分利用多种
运营渠道，完善产品用户体验，开拓有
效营销模式，使公司在行业内的核心竞
争力越来越强，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同比双高增长的优良经营业绩。”中
业科技的产品弥补了多语言社交的空
白，在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
背景下，具备不可限量的发展潜能，具
有非常高的投资价值。

中业科技参加工商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洽谈会中业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陈立杰

“十三五”期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达3.5万亿至3.8万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
约3万亿元，建设新线3万公里；到2020年，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
速铁路3万公里。轨道交通领域，截至目前
我国城市轨道运营和在线里程已达4448公
里，到2020年有望达到6000公里，在轨道
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领域，国务院要求2020年建设完

成一批完善的地下管廊体系，廊体总投资在
1.6万亿元-3.2万亿元之间，每年廊体投资
额为3200亿元-6400亿元。

“三年前，国内九成以上的槽道需求，来
自进口。如今，我们面对的可谓是一个巨大
蛋糕的市场，就看我们如何去切，能切多
大。”赵晓东深情地说。

大森机电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销售队
伍，对客户进行长期深入的跟踪服务。已在全

国及海外建立起广泛而成熟的销售网络，分为
六个大区下辖27个办事处，并设立海外事业
部负责国际项目，华东（上海、南京、杭州），华
中（郑州、长沙、武汉、南昌、合肥），华南（深圳、
南宁、桂林、广州、福州），华北（北京、天津、石
家庄、太原、济南），西南（成都、重庆、贵阳、昆
明），西北（西安、兰州、银川、乌鲁木齐）。

“大森机电是一家中德合作创立、经营
团队年轻化、生产技术自动化的新型生产企

业，这使得我们这个销售队伍团结，工作态
度认真和建立起来成熟的销售网络，将决定
我们能切多大块的蛋糕。”赵晓东说。

大森机电秉承“合德、合作、合力、合赢”
的经营理念，以“创造安全、环保、节能健康
的建筑环境”为使命，以“支撑安全、承载责
任”为质量方针，以“大森机电、合力奉献”为
企业精神，致力于与客户一起同心协力实现
真诚合作，合力共赢的目标。

大森机电：中国槽道领航者
□本报记者 张永恒

记者走进位于长葛的大森机
电产品展览室，首先看到的是各式
各样的槽道，“这里就是我们大森
机电的核心产品区之一，这些槽道
都是我们自己的科研团队研制出
来的，有高铁用的，有地铁用的，还
有城市底下综合管廊用的各种型
号槽道。”大森机电董事长赵晓东
自豪地说。

以往，小小的槽道，虽不起眼，
却被国外常年垄断。

如今，随着企业不断对科研的
投入，国产槽道突破技术壁垒，已经
开始占领我国高铁、地铁等市场。

大 森 机 电（证 券 代 码 ：
838517）就是这么一个靠着自己
的科研团队，不断创新，不断投入，
终于打破槽道国外技术的垄断，逐
渐成为中国槽道的领航者。

目前，建成和在建的国内31
条高铁线上，有18条用大森机电
自主研发的槽道，包括京广高铁、
郑西高铁、郑机城铁、郑徐高铁、沪
昆高铁等线路。

随着我国高铁的迅猛发展，大
森机电的经营收入从 2014—
2016年也呈现出递增模式，分别
为2900万元、7112万元、1.1 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17万元、516万
元、983万元。这说明大森机电自
主研发的槽道产品逐渐成为中国
高铁市场的“宠儿”。

槽道，是工程技术产品，是高强抗震可
调节预埋系统。原来国内传统的工艺，一种
是预埋固定的点，需要二次焊接，不能适应
快装，承载数据不清晰；第二种是，后锚固方
式，就是打锚栓，但是，因为要打眼，需要对
混凝土二次破坏。而槽道这种新工艺，是一
个滑槽，解决多点固定的问题，并且可以调
节。

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
靠科技力量。

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赵晓东与
别人不同的是，他干过一线工人，了解技术，
干过市场销售，懂得市场需求。由此，以市
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也成为他后来成功抓
住市场的关键。

大森机电2012年成立以后，赵晓东亲
自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前往德国不莱梅
某工厂，潜心学习很长时间，并通过收购
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原材料经过一年多
实验、探索，与包头一家企业合作，也得到
解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在不停地测试、调试、安装，每个挑灯的夜晚
中，赵晓东终于实现成品完全国产化，质量

达到原来进口的德国品质，某些方面甚至更
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热变形处理更好，
表面镀锌涂层更光滑均匀，该产品已获发明
专利。”赵晓东说。

赵晓东深深体会到科研给企业带来的
市场竞争力是巨大的。所以，大森机电会把

每年营业收入的5%投入到公司的技术研发
上，2016年大森机电在科研上就投入了564
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5.11%。

“目前，我们公司拥有专利数量为27
项,其中外观设计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
26项；公司共申报专利50项，其中包含6

项发明专利、44项实用新型专利，50项专
利项目均为公司及子公司研发团队自主
研发完成。”赵晓东说，“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公司会每年在科研方面的大量投入
啦。”

大森机电是国内首家同时具备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设计
服务、槽道和综合支吊架独立生产及安装能
力的综合性企业。“我们的长期战略是通过
BIM技术研发设计，将大森机电打造成为全
国第一的综合管线智慧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成为中国BIM技术应用的领航者。BIM云
平台颠覆传统建筑供应链模式，利用O2O
模式进行产业升级，将业主方、施工方、设计
院、监理方、生产商、服务商等单位链接在平
台中，通过大数据营造新的建筑行业生态环
境。”赵晓东说。

大森机电未来拥有市场准入优势，是中
国中铁、中国铁建等合格供应商。该公司有
着很先进的BIM设计技术，在轨道交通以
及地下综合管廊领域提供综合管线的设计、
产品生产、工程安装以及后期运营维护等全
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并在全国轨道交通以
及海内外各种大型项目多年的经验积累，已
经拥有了一定的品牌优势。

创新引领发展

市场引领风向

长葛市委书记刘胜利（左三）视察大森机电，董事长赵晓东（左一）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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