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乡亲，莱泰
园林的产业扶贫得到百姓称赞。

2016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
于在五年内全国全部脱掉贫困帽子的
号召，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莱新农林科
研有限公司所在地信阳潢川县委县政
府按照中央和省市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整体布局和指示精神，结合潢川县
实际，依托全县六大特色支柱产业，发
挥财政金融资本在产业发展中的推动
作用和企业（合作社）在产业扶贫中的
带动作用，将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全部
整合到特色产业中，通过建立推动政
府、企业（合作社）、金融保险、贫困户

“四方联动”利益联动机制，扶持贫困户
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脱贫。

莱新农林科研有限公司按照县政
府制订的相关政策，以河南潢川花卉
苗木生态示范园为依托，承担了魏岗

乡胡围孜、柳店、踅孜镇淮南、宋大桥、
罗港、街道、两河共两个乡7个村700
户贫困户的扶贫攻坚任务。报告期
内，莱新农林已与相关金融部门、机构
共同为上述7个村的373户贫困户办
理了扶贫贷款，截至报告期末莱新农
林落实扶贫贷款1865万元，共向贫困
户拨付参股分红资金186.5万元。帮
助扶贫对象完成年度脱贫任务，并且
安置了大量的当地劳动力就业，实现
了当地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增加收入，
让当地农民期盼多年的致富梦变成了
现实，为当地尽快脱贫脱困、快速奔小
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潘道荣说：“未来，公司将坚定不移
的跟随国家建设‘美丽乡村’‘特色小
镇’‘ppp项目’的政策指引，不断打造
精品工程，不断壮大企业实力，为中国
的园林绿化事业增砖添瓦。”

莱泰园林：“匠心”装扮美丽家园
□本报记者 李保平

近年来，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
美丽乡村建设的大力
推进，园林行业趁势
崛起，据记者统计，园
林行业上市公司达到
108家，其中上交所
主板 6家、中小板 6
家、创业板5家、新三
板91家。

其中，注册地为
河 南 的 莱 泰 园 林
（837673）以靓丽业
绩引爆朋友圈，据该
公司发布的2016年
报告显示，2016年营
业收入为3.42亿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2.34%；归属于挂
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030.48万元，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5.30%；基本每股
收益为0.30元。

在园林绿化行业，莱泰园林已经
默默耕耘了15年。

2004年：取得国家城市园林绿
化一级资质。

2005年：公司承接了郑东新区
CBD中心湖、挡土墙等园林绿化经
典工程项目。

2006年：在潢川县魏岗乡购置
30万平方米土地，建立公司自有花
卉苗木基地，成立全资子公司“河南
莱新农林科研有限公司”。

2008年：被中共信阳市委组织
部授予“信阳市外建党组织党建工作
示范点”。

2009年：被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授予“河南省城市园林绿化优秀
施工企业和安全文明施工企业”称号。

2010年：公司承接了经典工程：
第二届中国（郑州）绿化博览会绿博
园园林景观绿化工程项目。

2011年：“第二届中国（郑州）绿

化博览会绿博园园林景观绿化工程
11标段”被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评定为“河南省市政（园林）工程金
杯奖”；被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省青
年企业家协会、河南省青年商会授予

“突出贡献奖”。
2015年：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

正式更名为“河南莱泰园林股份有限
公司”；新三板上市顺利通过主办券
商审核；许昌西湖公园工程被河南省
建筑业协会评定为2015年度河南省
建设工程“中州杯”奖。

2016年：公司于2016年6月16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公开转让，证券简称：莱泰园林，证
券代码：837673，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自成立以来，公司立足于中原，
并辐射东北、西北、华北、中南、华南、
西南、华东等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已成为河南省园林绿化工程重
点施工企业。凭借良好的信誉、优质

的工程、成熟的管理经验、专业的设
计、施工、养护、营销团队，公司向着
城市环保园林系统运营商的定位不
断迈进。

公司成立15载，在行业内累积
的良好的品牌效应。公司具有国家
城市园林绿化施工壹级资质、国家风
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乙级资质，是河
南省首批获得国家城市园林绿化壹
级资质的园林企业。

正如公司董事长潘道荣所说：
“我们搞环境工程的事业是美丽的事
业，就一定要讲究施工品质和品牌知
名度，不能给客户留下瑕疵。”

河南莱泰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潘道荣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光辉之星”、
河南省“三八红旗手”、大河报“爱心
助学大使”、信阳市委市政府回归创
业明星、信阳市委市政府五一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

美丽的事业并不都是美好！国内
虽然市场巨大，但是由于国内园林企业
规模普遍偏小，单个企业市场占有率不
高，恶性竞争严重等原因，严重制约了
行业的发展。

在实践中潘道荣发现，一是园林绿
化行业存在大量植物南北生长与气候
局限案例，苗木枯死是造成客户投诉的
一大原因；二是先进的设计施工一体化
是竞争力所在。

所以莱泰园林自改制之前即建立
了自身的苗木基地，挂牌后对基地建设
倾注了更多的精力。自有优质苗木基
地位于享有“花木之乡”美誉的信阳潢
川，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且基地规划建
设万亩“河南潢川花卉苗 木生态示范
园”属于政府招商引资项目，得到地方
政府的肯定与大力帮扶。基地建设除

降低公司自身成本之外，更能够与中央
提倡打造“美丽乡村、特色小镇”有机结
合，未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潘道荣认为，只有能真正做到设计
施工一体化，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项
目管理优势的企业才能在竞争中获得
持续的发展。所以他们在这两个方面
早已着手：已经取得国家风景园林设计
乙级资质，孵化了优秀的设计人才队
伍，当前正在为申报设计甲级资质布
局。

经过多年的磨砺与锻造，公司品牌
建设成效显著，施工项目统一形象，统
一管理，严格把控工程质量与成本造
价，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三大国际
体系质量认证，造就了一批口碑享誉省
内外的优质工程。

15年打造“匠心企业”A

“全产业链”是未来方向B

精准扶贫得到百姓称赞C

创力新能：“新型铁镍电池”——储能及动力电池细分市场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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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保平

2015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井喷
式发展，带动以锂电池为主的动力电池
迅速升温，近千亿资金流入新能源电池
领域，各锂电池厂商均加大加快布局力
度；同时，进入“十三五”以来，随着需求
端的快速增长和国家政策的明朗，储能
上升为国家战略，储能领域成为新的投
资热点，万亿级的市场引各路英雄竞相
抢抓机遇，作为核心的电池呈现出多技
术路线的格局。2016年，我国铅酸电
池完成生产总值约为1370亿元，其次
是锂电池，完成约700亿元的生产总
值，两者占据了二次电池约90%的市
场份额；锂电池虽然增速较快，但铅酸
电池因安全性、性价比依然笑傲群雄，
其江湖地位无人撼动。但是，这种局面
也许很快就会被打破，新三板挂牌企业
创力新能（全称：河南创力新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代码：833657），通过8
年精心研发的产品——“新型铁镍电
池”将以其最环保、超安全、长寿命和高
性价比，有望和锂电池一道在多领域取
代环境污染严重的铅酸电池，成为储能
及动力电池领域的新选择。

资料显示，创力新能是一家以研发
见长的实验室型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曾
经研发出我国第一颗氢镍纽扣电池，是
救援“汶川地震”和“阪神地震”自发电
手电筒电池的唯一供应商，公司建有省
级“环保新能源镍系二次电池河南省工
程实验室”，拥有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领衔的科研团队，公司将大量
的精力用于新型铁镍电池的研发，前后
历时超8年；据近期公布的年报显示，
该公司目前的主营产品仍为氢镍扣式
电池和氢镍圆柱电池，新型铁镍电池尚
未正式投产，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79.17万元，同比上升53.83%；净利
润301.49万元，同比上升1557.69%；基
本每股收益0.26元。

新型铁镍电池——目前最环
保、最安全且可回收的长寿命电池

铁镍电池由发明家爱迪生在1903
年前后发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电动车电
池，也是爱迪生一生中唯一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产品，是现有电池体系中最为环

保和安全的长寿命电池，1910年-1959
年之间曾风靡一时，被广泛应用于牵引
机车等领域，日本东芝电器生产的铁镍
电池曾使汽车以110km的时速行驶
100多公里！此后，因其体积大、重量
重、维护烦琐、低温性差，更因为当时的
人们环保意识淡薄，价格便宜的铅酸电
池备受青睐，铅酸电池的持续改进和锂
电池的迅速崛起，使得铁镍电池在近几
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受到应有的关
注，技术和市场止步不前。

近年来，由于公众环保意识增强，
铁镍电池重回大众视野，引起国内外
学界的重视。在国内，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化所、四川大学陈云贵教授团队、
中南大学唐有根教授团队、天津大学
等都针对铁镍电池展开研究；在国外，
俄罗斯、德国、瑞典在这个领域一直都
有研究，美国能源部2012年支持的19
个储能项目中就有支持对爱迪生电池
的重塑，今天，美国Encell公司已准备
将其新型的铁镍电池大量推广应用于
储能领域。

2008年，我省高科技企业创力新
能通过深入调研国内外电池现状认
为：其一，铁镍电池诞生之初即用于汽
车牵引，有着60余年的应用历史，加
上无与伦比的高安全性和超长寿命，
完全能够担当起新能源发展的重任；
其二，铁镍电池更符合当今世界对清
洁能源及能源再生的环保要求，完全

可以通过改进工艺改善缺点、提升性
能，以替代含有重金属的铅酸电池、镉
镍电池，在部分高安全性应用领域也
将发挥无与伦比的作用，完全有望和
锂电池一起完成彻底替代铅酸电池和
镉镍电池的历史使命。因而将铁镍电
池列为“传统电池产业高新技术化”
（摘自《电池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的重大研发项目。

经过近8年的研发，在保留传统铁
镍电池环保、耐过充过放、长寿命、安全
等优点的前提下，解决了制约铁镍电池
发展的瓶颈问题，将铁电极的实际克容
量由 200mAh/g 提高到 380mAh/g
（铁电极的理论克容量为 960mAh/
g），并且在电池的结构、少维护、低温
性能、快速充放电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
突破。11项相关研发成果获得专利授
权（含8项发明专利），填补了该领域的
技术空白。成为目前国内外在铁镍电
池方面取得研究成果最多且可现实产
业化的单位。

2013年11月，以创力新能自行研
制的新型铁镍电池为动力的三厢汽车
实现近60年以来全球首跑，试跑效果
符合预期；2014 年年底，装载创力
96V250Ah铁镍电池的三厢电动汽车
以标准时速连续行驶近200km（最高
时速可达110km/h）。目前，创力新能
的新型铁镍电池已具备产业化生产能
力，并制定了储能电池、牵引型电池、

船舶用电池、电动车用电池四项企业
标准（有望上升为国家标准），在储能
特别是大规模储能领域、以电动叉车
为代表的专用车和工程车领域、电动
船舶（游艇）领域、低速车和公共交通
车辆领域、铁路及军工领域有着独特
的比较优势。

创力新能新型铁镍电池具有
以下特点

1.安全、可滥用 使用水性电解
液，可实现电池组的低电压、高容量配
置，是现有电池体系中最安全的蓄电
池；耐过充过放，可滥用，除非长期滥
用，基本不会影响性能和寿命；不会爆
炸起火，不受雨、雪、雷电等恶劣天气的
影响。

2.使用寿命长、重量比能量高 使
用寿命是镉镍电池的2～4倍，是铅酸
电池的3～5倍，而重量仅为铅酸电池
的1/2、镉镍电池的1/2。

3.做功效率高、性价比高 铁镍电池
每度电可续航里程是锂电池的140%～
160%；无需电池管理系统（BMS）。对
电池管理系统的抛弃，使得电池的使用
变得简单且安全。

4.可实现快速充放电 可长期使
用2～4小时率快速安全充电，克服了
铅酸电池不能快速充电和不适合大电
流放电的应用问题，提高了蓄电池的使

用效率。
5.绿色环保、资源节约 不含汞、

铅、镉、六氟磷酸锂等有害物质；同铅酸
和其他电池相比，其长寿命、可滥用、回
收能耗低、回收利用率高、价值高的特
性，才能有效地解决二次污染。

三大优势占领“行业先机”

作为一个科研型企业家，与其他企
业倾全力强力做市场、优先搞融资不
同，十余年来，创力新能董事长杨玉锋
潜心技术研发，倾其所有，以厂养研，将
所有的心思用在了对铁镍电池的重
塑。截至目前，公司以在新型铁镍电池
领域8项发明专利和3项实用新型专
利的拥有量而独步同行业，占据全国约
2/3的专利拥有量，而且还有十余项发
明专利正在审核当中。

1.核心技术优势 公司是2012年
认定的、2015年复审通过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是新型镍系二次充电电池河
南省省级工程实验室的法人单位，建有

“河南省环保镍系二次电池工程实验
室”及“新乡市环保新能源二次镍电池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拥有发明专利
9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拥有氢镍扣
式二次充电电池行业内唯一的在保护
的8项关键专利技术，公司的“钢带基
体氢镍扣式电池研究”项目曾获得河南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也是该电池在国内

的唯一政府奖项。
2.团队优势 公司建立了一支镍

系电池领域的专业技术团队，团队中既
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电池行业技
术专家，又有对新能源电池行业具有独
到见解并具备突出技术研发能力的中
青年技术骨干。经过多年的行业积累
和技术研发，公司掌握了镍系扣式充电
电池及新型铁镍电池的关键技术，形成
专利技术20项，为公司长远发展奠定
了基础，同时，为使新型铁镍电池早日
市场化，公司还组建了一支强大的管理
和销售团队。

3.战略前瞻优势 公司董事长和
多名董事及高管均在电池行业浸淫近
20年之久，凭借多年来的行业经验和
技术积累，公司对新能源二次充电电
池行业具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公司
从成立之初即将公司定位于环保、低
成本及高品质的二次电池研发生产型
企业，并且前瞻性地将公司产品环保
要求定位提到了公司生命力的高度，
目前，公司凭借“生产一代、储备一代、
研发一代”的技术开发战略和“超越市
场需求、创造市场需求、助推产业环保
升级和供给侧改革”的市场拓展战略，
加紧新型环保铁镍电池的行业布局，
将战略目标落定在新能源储能及牵引
动力领域。

挂牌新三板后，企业形象和实力得
到极大提升，创力新能也对市场和生产
进行了重新布局。当前，创力新能工厂
一期占地面积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
7000平方米；二期总投资2亿元，在建
厂房面积45000平方米，2018年全部
达产后，预计年产新型铁镍电池2亿安
时、氢镍电池0.5亿安时、锌镍电池0.5
亿安时，企业实力将大大提升。

公司董事长杨玉锋说：“安全、环保
和资源可再生必将成为全球能源行业
对储能及动力电池的基本要求。新型
铁镍电池是目前唯一集环保、安全、长
寿命、高性价比、资源可再生、发展可持
续于一身的新能源电池，在相当的细分
领域有着巨大的比较优势。作为一家
致力于环保新能源的企业，创力新能将
加紧新型铁镍电池的行业布局，争取早
日和锂电池一道，全面替代铅酸电池，
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以优异业绩回报投
资者。”

董事长杨玉锋（左一）和专家交流 公司成功在新三板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