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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

大健康产业是当今全球关注的焦点。
——所谓“大健康”，就是围绕着人

们的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对生命实施
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呵护，涵盖了
从家庭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健康问题。

大健康产业主要涉及两个维度：一
是指与人体健康相关的产品领域，例如
保健食品、药妆等；二是指体检、疾病康
复等在内的医疗服务领域，即疾病预防、
健康咨询、养生保健、护肤美容等。

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
略，百姓齐盼健康好生活，健康消费需
求已点燃。多方巨头忙布局，同寻健康
好路径。

在人口大省河南，有没有行业领
军的大健康企业？位于周口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益常青（Heagreen）就是该
领域的杰出代表。

全球唯一的高纯度低聚
木糖生产企业

立夏的豫东大地万物勃发，笔者
来到益常青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花园
式工厂，虽然是生产工区，但是干净整
洁，公司董事长李尚说：“我们公司是全
球唯一一家专业从事食品级低聚木糖
生产、研发的企业，2015年年初开始建
厂，2016年5月正式投产，2017年的生
产总值已达3500万元。”

谈到因何选择大健康行业来创业？
李尚介绍，自己最早在法国留学，通过朋
友的介绍了解到低聚木糖项目，觉得是
一个巨大商机，他2014年回到家乡创

业。首先找到低聚木糖生产技术的领头
人，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杨瑞金教
授，采用世界领先的生产技术，利用农业
废弃物玉米芯提取低聚木糖。公司一期
投资总额1.8亿元，建筑面积20000平方
米，建设有标准厂房、仓库、污水处理设
施、办公楼、宿舍、食堂及各种生活休闲
场所，配备理化和微生物实验室、洁净
区车间和万级洁净包装车间，具备世界
一流的产品研发及生产能力。

益常青建立企业运营、采购、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互联网管理模
式，引入世界最先进的 SAP生产管理
系统及实时Dingtalk管理体系，建造
基于互联网的公司管理体系。

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严格筛选原
材料，确保原辅料的质量指标符合标准
要求，以ISO质量管理体系为基础实施
精益生产，把精益的管理思想渗透到生
产管理的每个细节，降低生产成本的同
时提升产品质量。目前公司已成功通
过 ISO9001、ISO22000、ISO14001、
FSSC22000、HACCP、犹太洁食（食
品）认证等多项认证。

低聚木糖——强大的功
能性聚合糖

资料显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
国家长寿秘诀就是“养肠”。在他们的
养生理念中，肠道健康是养生的关键，

“健肠长寿”的观念长期以来深入民心，
“养肠”几乎成了每个人每日必做的养
生功课。“养肠”的关键是保护肠内益生
菌，改善肠内菌群平衡，保持肠道健康。

早在 20世纪 80、90年代，世界上
人均寿命最长的发达国家就发现低聚
木糖对调节人体微生态、调整肠道菌衡
有特殊功效，并将低聚木糖批准为“特
殊建康用途的食品”广泛加入食品饮料
及保健食品中，促进全民健康。

低聚木糖是一种功能性聚合糖，
是聚合糖类中增殖双歧杆菌功能性最

强的品种之一，它的功效性是其他聚合
糖类的近20倍。低聚木糖通过增殖人
体肠道内的有益菌，具有润肠通便、增强
免疫力、降三高、保护肝脏、促进钙吸收
等多种功效，可以预防和减轻多种疾病。

但是，低聚木糖如何能够提取呢？
直到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杨

瑞金教授发明了专利技术：通过酶解
法，利用农业废弃物玉米芯制备高纯度
低聚木糖，才使国内低聚木糖的量产提
取实现了工业化。益常青（heagree）的
低聚木糖是从玉米心中提取一种天然
健康的功能性食品原料，它作为水溶性
膳食纤维，保健功效不可小觑，逐渐成
为全球最受青睐的健康功能食品之一。

据专家介绍，中国现有糖尿病人1.2
亿以上，便秘人群接近2亿，现代人工作
繁忙、压力大，饮食难免不规律、营养结
构严重失调、抗生素服用过量、人体必需
七大营养中的膳食纤维严重缺乏，导致
肠道微生态失衡、便秘、肥胖甚至糖尿病
等，因此，低聚木糖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光明的巨大市场

国内市场上低聚木糖产品，相比而
言，益常青（Heagreen）口碑最好，作为
全球唯一专业从事低聚木糖研发和生
产的品牌，益常青通过了多项国际认证
和食品出口备案。江南大学食品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瑞金教授
是益常青的总技术顾问，所提供的生产
专利技术荣获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江
苏省专利金奖。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
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大健康站在了
新时代大转折、大发展、大变化的历史节
点，河南益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为
国人提供高效的益生元、营造健康的肠
道生态，打造全民康健，从而为人类创造
健康生活，是益常青坚持不懈的愿景。

让我们一起展望新时代，开启再
创辉煌的新征程。

李尚：用前沿技术助力大健康产业

位于周口开发区的生产基地

□杨晶

二十年披荆斩棘，砥砺前行。
二十年一路高歌，突飞猛进。
1998年，许红波带领 8人从郑州

高新区的一座农家小院创立科益气
体，2015 年，他敲响了挂牌新三板的
钟声，再到2017年进入新三板创新层。

经营的产品，从单一的氩气到氧、
氮、氩、二氧化碳、高纯气体、合成气体
等多个品种；产品的销售形式，从单一
的钢瓶气体销售到杜瓦罐、低温液体
销售、客户现场建立气站销售、空分生
产+管道气直供销售等多种销售模
式；职工，从最初的 8人到现在的 140
余人；企业用地，从租用农家小院，到
租用11亩土地建立生产车间，再到后
来在郑州东西两个产业园区内购买属
于自己的土地；液体槽车，从租借外企
车辆到自主购置2辆、10辆，现在公司
拥有各类液体槽车和瓶气配用车 40
多辆。客户群体，从小气站、小工地、
零售商到批发商、工矿企业、科研部
门、国内和国际知名企业等。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企业成功完
成了由传统服务行业向高新技术企业
的转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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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成熟度从过
程控制级向系统优化级的四大转型。

2017 年，科益气体实现年产值
1.63亿元，同比增长28.59%。

二十年深耕发展，目前，科益气体
已经成为我省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
家集工业气体生产、销售与气体应用技
术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股份公司。

创新技术优势 提升产品竞争力

科益气体生产经营的气体主要液
态气体和瓶装气体，包括氧气、氩气、氮
气、二氧化碳、混合气等。拥有省内最
大的专业气体配送体系和工程技术团
队，可为装配业、制造业、冶金、电子等
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所有发展阶段提
供全方位、系统化的供气服务，覆盖区
域为全省各地及周边省份，并提供现场
集中供气装置、气体管路的设计、建造、
安装、运行服务及量身定制的物流支持。

科益气体自成立以来，便明确了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定位，不断创新
发展，结合自身优势制定了清晰的战
略发展方向。对于传统优势产品不断

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探索现有产品链
条的延展，在上游通过回收工业排放
气体作为源头生产，既降低了成本又
实现了节能减排；在下游通过与科研
部门一起开发气体的新应用（如有色
金属的富氧燃烧冶炼技术等），降低了
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环保排
放，同时增加了公司的产品销售。当
前，科益气体在不断发挥区域地缘优
势，积极探索国内领先气体净化技术，
研发高附加值产品。

科益气体成立了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市级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
中心；先后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企业，省
市科技型企业，连续四年被郑州市高
新区评为高成长型企业。客户300余
家，遍及河南省内，中原油田、郑州格
力、海尔、宇通、富士康等国内知名大
型企业均是公司战略合作客户。

在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当中，配备
了高效的配送管理系统。公司拥有运
输车辆40余辆，为实现产品配送的低
耗、高效和便捷，安装了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车辆和供气设施上安装了远程监
测系统。配送监控中心对车辆运输状
况和供气设施的液位、容积、压力等情
况进行24小时全程监控，保证了产品
运输和使用过程的安全；又通过在
CRM和普瑞软件上建立了管理流程，
对车辆运行中的待装待卸、驾驶员和押
运员的状态、车辆故障、行车路线和路
况、天气等相关因素全方位高效管控，实
现对不同客户和气体品种的高效配送。

公司质量可靠、供应稳定的产品，及
时周到的服务，得到了客户的普遍认可。

构建优级平台 管理水平上台阶

近年来，科益公司立足新三板创
新层，在构建优级平台方面，首先从完

善产业链入手，完善和新建四大生产
平台：在鹤壁建立了年产 8万吨的二
氧化碳及合成气体的生产基地；在民
权建立了年产 7万吨的氧氮氩空分气
体生产基地；在郑州西区完善年充装
量 80万瓶的瓶装气及医用氧生产基
地；在郑州东区建立60万瓶瓶装气及
医用氧生产基地。

在管理方面，从人才、技术、资金
和发展四个层面构筑核心竞争力，不
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水平。

在人才管理方面，不断引进人才、
用好人才、留住人才。创新技术人员
培养激励办法，培养出了一批在高技
术领域极具创新精神的高层次人才，
探索出一条以自我创新为主，整合优
势资源的新途径。

在技术管理方面，努力做好气体
终端使用市场的技术研发，同时打造新
型的“学习型团队”。

做好精细化管理，实现转型升级，
实现公司“目标化、数据化、流程化、过
程化”的“四化”管理。

在综合管理层面，充分运用现代
化的管理工具，按照公司确立的目标
化、数据化、过程化、流程化的管理理
念，充分利用4个软件平台建立的7个
管理体系，不断完善管理流程，提升工
作效率和运营效率。

公司董事长许红波告诉笔者，未
来 2—3年的时间，科益气体将建立四
个 子 公 司 ，完 成 产 值 3 亿 元 ，利 润
4000万元的目标，实现集团化运作的
发展目标。同时，练好内功，强化团
队、完善机制、转型升级、创新经营，使
企业尽快迈上新台阶，巩固并强化科
益气体在行业和区域中龙头地位；做
大企业市值，加速资本运作，尽快迈入
IPO发展快车道。

科益气体：我省气体行业龙头

薛德龙：向世界动力奉献“中原内配方案”

□本报记者 李保平

薛德龙，在中原内配工作了四十五年，亲
历了改革开放中的每一步。2001年，任职公
司董事长后，以全球化视野，确立了国际化战
略，抓住中国加入 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重大机遇，带领中原内配完成了气缸套行业
国内龙头向世界第一的精彩跨越，打造出了
世界级品牌“中原内配”，为国际内燃机核心
零部件气缸套的发展，奉献了“中原内配方
案”和“中国智慧”。

2005年与英国GKN集团的合资合作，是
中原内配与世界 500强企业合作的里程碑。
作为国际同行竞争对手，双方强强联合，创造
了市场合作、技术合作、资金合作的经典之
作。英方派出了世界顶级技术小组，中方输
送中高层管理团队、熟练技术工人，形成了中
原吉凯恩独具特色的经营模式，发展成为全
球高端大缸径气缸套龙头企业。

2010年登陆资本市场的中原内配，完成
了 1300亩绿色环保、智能化、信息化工业园
区的建设，建成了世界领先的全自动铸造生

产线和机器人操作的机加工智能生产线，生
产线达 100多条。产业园四季如春，生机盎
然、数字化工厂、智能化生产线，为企业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完成首例海外收
购，丰富着北美、德国、俄罗斯等全球化运营
平台，成为中原内配产业链上产品出海遨游、
永远开启的港口。

“ 三 大 发 展 战 略 ”担 当 起“ 中 国 制 造
2025”新使命并初见成效。研制成功重量轻、
体积小、集成度高的多款汽车电控执行器，赢
得了汽车主机厂的青睐；自主开发的全过程
无人值机、人机交互系统智能生产线，得到捷
豹路虎等高端客户连连点赞；开发的智能驾
驶系统，引领中国智能驾驶领域新科技；产业

基金正悄悄培育着新能源、新材料的产业方
向；与德国莱茵金属集团展开技术合作，成为
国内第一家满足欧六以上排放标准、为高端
主机市场提供“气缸套、活塞、活塞环”全套摩
擦副供货的企业。

拥有了全球最大的主机市场：实现与世
界 500 强企业——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
勒、康明斯、纳威司达、卡特彼勒、约翰迪尔，
德国奔驰、大众、曼，瑞典沃尔沃，意大利菲亚
特，法国标致-雪铁龙及中国一汽集团、东风
集团、上汽集团、潍柴集团、重汽集团、玉柴集
团、长安集团、一拖集团等战略合作。

董事长薛德龙的企业与员工、与社会共
享发展成果的庄严承诺，丰富着员工的美好
生活。实现中央空调全覆盖；员工享有购车

补贴、购房补贴、五险一金、互助基金、子女上
大学奖学金、免费工作餐、出国培训、股权激
励、四季福利，企业设置教育奖学金、定点扶
贫等。

社会贡献逐年增加，集团孟州籍公司由
2002 年上缴税金的 821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2.6亿元；15年来，累计上缴税金达 17.6
亿元。

时代在变，中国在变，世界在变。薛德龙，
一个有抱负、有责任、有担当的优秀企业家，
恰意气风发，在全球经济的无垠海波上，打
造世界名牌，唱响中国创造，用“中原内配
方案”画出一条国际内燃机工业发展的精
彩航线，倾力打造全球化、世界级的百年企
业集团！

中原内配集团、中原内配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德龙

机器人在行业内首家批量使用，赢得客户纷沓而至，追加订单

钢质活塞合作方德国KS公司CEO及活塞事
业部CEO莅临产业园参观

气缸套技术方案助力德国戴姆勒战略机型加
速抢攻全球高端市场，获得配套体系最大份额

端对端电子数据交换系统，赢得了美国福特公司
的肯定，被授予“Q1”供应商，获得新项目优先开发资质

中原内配集团绿色环保中原内配集团绿色环保、、智能产业园智能产业园

发明专利，助力康明斯零部件国产化，连年被
授予“优秀供应商”

河南益常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