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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益气体：创新创业在路上
创业15年，从籍籍无名，到挂牌新三

板，15年间，科益气体实现了由传统服务
行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型；从经营产品向
经营气体应用技术方案转型；从单一的产
品销售向多元化的管控与运营转型；从过
程控制管理向系统优化管理转型；以及从
简单的追求利润向不断扩大市值、提高市
盈率转型。

2016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7亿
元，同比增长62.25%；归属于挂牌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 979.35 万元，同比增长
53.73%；基本每股收益为0.15元。

产业布局不断升级

工业气体应用与服务专家，这是业内
客户对科益气体的一致评价。

科益气体以为客户提供优质、安全、
可靠的“一站式”气体产品及服务为己任，
不断提挡换速，完善发展布局。

2010年，公司在高新区电子电器产业
园征地26亩建成了氧、氮、氩、氦、二氧化
碳等瓶装气生产基地，年充装量达80万
瓶，随着郑州城市建设的扩大及气体行业
规范发展，这一基地所带来的瓶气业务在
郑州已经成为“一枝独秀”。

2014年，公司在郑州市经开区海尔产
业园征地58亩，布局建设集中供气管网，
将为海尔产业园周边包括海尔公司在内
的中汽集团、郑州日产、海马、宇通以及郑
州煤机等10余家大型制造企业提供更加
完善的管道供气服务，从而与这些公司形
成双赢的战略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密切双
方的合作关系。

2016年，公司在豫北、豫中两大煤化
工公司的CO2捕集、回收基地的建设也在
稳步推进，从而使公司在传统业务的基础
上迈向了废气回收、节能减排的更加宽广
的领域。

2017年，公司谋划布局与电厂进行合
作，利用电厂富裕的生产能力，进行大型
全液化设备项目建设。该项目的投产运
行，使公司产业链条得到进一步延伸，将

使公司的产供销的经营体系更加完善，为
公司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公司致力于管理团队与高效机制、危
化品现代物流与配送服务体系、区域生产
装置及集中供气的三级引擎的建设，形成
高效的管理体系、服务体系和产品体系。
通过强基固本、规范运营、提升管理的系
列动作，为公司的有效运行和全面升级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科益气体，已经成为河南最大的工业
气体主流供应商。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行业竞
争中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

科益公司形成了完善的危化品生产、
经营、运输资质与安全可靠的危化品运营
管理保障体系，通过不断提练内功，构筑
行业竞争壁垒，形成了独特的企业竞争
力。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
原动力，科益气体在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大
量精力。目前，公司正在进行氩弧焊氩气
回收装置、可移动的集中供气系统、模拟
燃烧用合成空气、氦气分装及回收装置等

项目的研究和开发，这些项目的技术成型
和推广使用，将成为公司后续发展的强劲
动力。

公司在进军LNG市场和氢气新能源
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脱硝、脱硫及CO2

捕集、驱油业务，将着力点逐步转向空气
治理、废气回收、节能减排的方向发展。
目前，公司和上海泰欣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进行合作，就工业脱硫、脱硝发面展
开技术研发，为国家限产节能和减污排放
作出积极贡献。

公司以联手协作、多角化经营的战略
思维，布局产业链条。目前，公司与鹤壁
煤化工正在建设的CO2回收、碳排放减排
合作项目，以及与电厂合作并将在今年下
半年投资的全液化空分项目，不仅能够解
决公司的气源问题，而且使公司开发利用
行业过剩产能并向碳排放交易纵深领域
方向发展。

除了完善现有的业务经营外，公司开
始着手提纯、配比各类工业、食品、医用
（如医用氧）等高纯气体和多元特种混合
气体的开发应用和市场布局，抢占新的市
场制高点。

此外，科益气体对现有项目资源进
行整合利用，对已经建成的郑州格力产

业园和海尔工业园区两个生产基地，进
行合理开发，调整资源布局，节约地域空
间，引进合作伙伴，形成以公司为核心的
小型工业园区，土地的边际价值得以充
分利用。

经营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公司战略目标的落地实施和战术推
进，需要一个共同目标、核心领导、计划周
密、分工合作、沟通有效、流程完善的过程
控制机制。

科益气体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
化，坚持不懈地抓团队建设、抓机制管理，
外借助于培训管理，形成了一个管理、技
术、运营和营销高度融合的管理团队，目
前整个管理团队管理经验丰富、经营充满
活力。

在运营管理层面，运用合适的管理工
具，挖掘经营指标，建立运营目标，运用目
标管理，在提升工作效率和运营效率的同
时，严格控制公司各项费用支出，努力降
低运营成本。

在营销方管理层面，重视现金流的管
理，将现金流视为公司生命的血液，在抓
销售收入和毛利润的同时，努力做好回款
管理，使公司保持一个持续、高效、稳定的
运行状态。

在做好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公司不断
向华特气体、金宏气体和侨源气体等行业
内标杆企业学习，通过与标杆型企业的对
比，对企业自身进行策略性定位、塑造自
身核心能力、强化企业的学习能力，最终
实现流程再造、持续改善、创造优势、成就
卓越的目的，为公司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
力。

通过多年的管理沉淀和提炼，公司已
经形成了一套严谨的目标化、数据化、过
程化、流程化管理体系。

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纷至沓来，创新创
业时不我待，站在窗口，俯瞰厂区内繁忙
的运输车队，科益气体董事长许红波意气
风发。

□本报记者 汪军强

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郑州
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资金6400万元，
是一家集工业气体生产、销售与气体应用
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股份公司。公司
技术实力雄厚，目前拥有五个控股或参股
的生产型基地；物流配送体系完善，拥有良
好的气体运输能力。主要业务包括向客户
提供工业气体销售、气体陆路物流运输服
务，以及气体应用方案设计、气体应用技术
咨询、气瓶检测等服务。公司主要客户包
括郑州格力、海尔、富士康以及郑州宇通等
知名企业。

公司运输车队

充装车间

河南科益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无论是繁华热闹的城市街道，还是被
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无论是中国
最北端的漠河，还是中国最南端的南沙群
岛；无论是现代化的公路铁路，还是江河
湖海的水上码头，甚至全球30多个国家和
地区，只要是为车辆、船只进行能源补给
的场所，都能看到正星的身影。他们的技
术和产品为广大群众的出行作出了不可
或缺的贡献。

2016年，正星科技实现营业收入7.1
亿元，净利润1.2亿元，毛利率达39.43%，
成为新三板舞台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能源消费行业的一面旗帜

从1997年成立至今，正星走过了20
年，20年间，正星从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
长为行业巨擘。

目前，正星科技建立了行业内最完
整、规模最大的生产制造全产业链，具有
非常完善的工艺流程和严格的质量管理
体系，公司的产品质量不仅得到权威机构
认证，更得到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在行业
内多次获得重大质量荣誉奖励，是具有广
泛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中国品牌。

在市场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体系方
面，正星科技的竞争优势明显，建立了业
内布局最广的市场营销网络和技术服务
体系，截至2016年年底，公司服务网点覆
盖全国除港、澳、台外的各个省份（直辖
市）。同时，建设有智能客服管理系统，对
所有出厂设备信息、品质历史记录、售后
服务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管理，并具备出厂
设备定期维护、定期保养自动提示功能；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高效售后技术服务团

队，积极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通常情况下
维修人员24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公
司对用户提供持续的技术、理论和操作维
护培训，确保小问题通过电话指导即可解
决，保证用户设备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在技术研发和人才打造方面，正星不
遗余力。2016年，公司仅研发经费投入便
达2590.55万元。

目前，公司共拥有27项国家专利，17
项软件著作权及软件产品登记证书，相关
业务许可资质齐备。是通过国家认证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创新
的技术研发优势和丰富的产品创新成果，
为行业标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拥
有一支长期致力于加油站设备核心技术
和基础共性技术研究的人才队伍，人才梯
队建设完善。公司的技术人员大多具有
多年行业从业经验，既精通相关领域的技
术，同时又理解终端用户的需求。资深技
术骨干稳定性强，积累了丰富的研发经验
和生产经营管理经验，专业、敬业的优秀
员工队伍为公司持续技术创新和经营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智慧加油站”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你见过这样的加油站吗？加油机会
自动识别加油车辆、所需加油数量和油品
号，而且能热情地与车主打招呼，为车主
提供所需的天气、餐饮、住宿、出行等生活
资讯需求。在2017年4月6日正星科技
全球新产品发布会上，正星科技提出了

“智慧加油站”的概念，已经将我们的梦想

变为现实。
随着网络时代和移动互联时代的到

来，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加
油站设备自动化与消费服务自助化渐成
趋势。

加油站作为能源消费终端的一个重
要环节和节点，承载的不再是单一的职
能，更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后走进加
油站，你享受到的将是更加丰富、立体的
生活服务体验。当人们还在谈论“信息
化”的时候，正星已经踏入了“智慧化”的
时代。未来的加油机不仅是单纯的加注
计量设备，而且是客户识别、消费分析、运
营决策的重要工具，更是连接人、车、生活
的枢纽平台，是“会思考的加油机”。

正星科技打造的未来加油智慧平台，
将通过公司研发的一整套加油设备和智
能加油机终端，采集顾客的消费习惯、分
析顾客的行为模式，为顾客带来更为精
准、方便、丰富的客户消费体验。

同时，正星科技提出的加油站整体解
决方案，为加油站经营管理者提供整站的
设备自动安全监测服务，提供高温报警、
自动灭火、水雾释放去除静电、根据气温
变化调整设备温度保护、油气浓度监测、
设备运行自动监测等功能。为油站经营
管理者提供放心、舒心、省心的自动智能
精细化管理，提升油站运营能力。

践行新丝路 重整精神再出发

正星科技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多个
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整体配套和
运营项目上展开合作。尤其是与蒙古
SOD集团、中亚能源、法国AAQIUS公司
等企业的战略合作，更是奠定了正星科技
向全球能源消费终端综合服务商目标迈
进的坚实步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
峰论坛中所言，我们要抓住新一轮能源结
构调整和能源技术变革趋势，建设全球能
源互联网，实现绿色低碳发展。那么正星
科技在继续围绕能源消费终端（加油站、
加气站、加充电以及未来的加氢燃料、太
阳能等绿色清洁新能源）领域，与全球合
作伙伴共同携手，开展深入合作，大力拓
展新一代绿色能源应用，是对‘一带一路’
最为积极的响应和实践。”

“未来，正星将成为提供设备供应、系
统集成、运营维护、环保节能的油站一体
化解决方案综合运营服务商，以引领行业
发展为己任，打造能源领域的消费生态为
目标，共同创造一个智慧、健康、互相合作
分享的和谐生态圈。”公司董事长李浩杰
告诉记者。

正星科技：行业巨擘再出发

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是围绕加油站、加
气站、充电站（桩）及油气电合建站等能源消费终端
领域，运用物联网、智能软硬件等技术，生产和销售
相关配套设备及管控系统，并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整套运营服务方案。公司主营产品为加油机、加
气机、充电设备及系统、油站管理系统及其他油站配
套设备等，拥有多项专利、软件著作权，具有雄厚的

研发实力，强大的生产规模和遍布全国的广泛营销
服务网络，可给客户提供具有技术领先的产品、及时
周到的现场服务、专业高效的运营技术支持。先后
通过了 ISO9001:2008、ISO14001:2004、HSE、
ATEX等国内外相关体系认证。先后获得“中国驰
名商标”“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等相关荣誉称
号。公司在技术、生产和销售方面，连续多年保持国
内行业领头地位，并于1999年加入世界石油设备组
织，是国内加油站设备的标杆企业。

□本报记者 汪军强

正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浩杰

新型集成式加油系统

新一代智慧加油机生产线

中法清洁能源战略合作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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