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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

今年 6月 21日，可以载入中国酵
素产业的发展史。

6月 21 日，由中国生物发酵产业
协会主办，南召县人民政府、扬生(南
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8年
中国酵素产业发展研讨会暨第二届全
国酵素行业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
议在南召举办。

虽然只是一次行业年会，但是本次
大会达成的三项成果获得全行业关注：
一是发现优质酵素产区。八百里伏牛
生态优美，秀丽的南召物华天宝，尤其
是华扬龙生建设的高标准，大规模酵素
产业园，无论是在技术、设施以及生态
环境上，都堪称是全国一流。在本次大
会上，华扬龙生产业园给来自全国各地
的专家、学者、科研院校、酵素生产企业
代表 200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
华扬龙生向全国同类企业发出号召，打
响了“做中国最好的酵素”的发令枪；三
是在华扬龙生的倡议下，决定成立中国
酵素产业联盟、酵素产业联盟发展基金
及酵素研发联盟体。

这三个成果的达成，在全国生物发
酵行业引起振动，必将改写、重塑我国
酵素产业的格局，为中国酵素产业发展
掀开新篇章。

蔡英杰：
什么是最好的酵素？

风靡全球的高科技产品——“酵
素”，都推崇日本、马来西亚及中国台湾
最佳。那么，就延伸出来一个问题，什
么是最好的酵素？

台湾阳明大学教授、亚洲乳酸菌协
会会长蔡英杰说：“我们对好酵素的评
判标准是天然的原料，用好的菌种，经
过长时间的发酵、长时间的熟成，这样
的产品才能称得上好酵素。”

经过在全国数年的考察，把生产基
地选定在河南南召县。

在南召设立基地生产酵素的几个
关键点是：一是原料，为什么酵素生产
必须在好的地方生产，因为要挑当季
的，一个蔬菜水果或中草药在当季的

时候生命力最强，整个的活力最高，所
以必须要当季的，当地的水果蔬菜或
各种植物。南召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丰富的 60 多种水果、60 多种蔬
菜、25种菇菌、30多种中药材，能充分
满足生产酵素的需求。二是生态环
境，采用的是纯天然发酵，这就对空气、
湿度等指标有严格要求，南召具备这样
的严苛要求。然后，利用这些当地的水
果蔬菜或植物的原生菌种做自然发酵，
发酵就是这个菌会把里面的物质转换，
比如说把一些化学物质转化成人体更
容易吸收的，把里面的一些纤维素切断
成对人体更好的东西，那就把最好的菌
种，益生菌放到里面去，加速反应增加
它的功能性，好的原料、好的菌种、用最
好的工艺，长时间的发酵，长时间的熟
成，这样子生产出来的产品它对人体是
最好的。

许正郎：
为这一目标，我们奋斗了20年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华扬龙生产业园也是经过了20年

的积累，才奠定了行业的位置。
20年前，由于苦寻治鼻炎良药——

辛夷而来到南召的台湾扬生集团董事
长许正郎，从此，他喜欢上了南召这个

天然宝库，再也没有离开。
许正郎说：“南召辛夷内在的挥发

油含量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被国家药
典列为正品，辛夷油提取率达 4.82%，
精纯度达 99%，是全国最好的道地产
品。”

2001年，在他的促成下，华龙辛夷
公司与台湾扬生集团公司建立技术合
作关系，在台湾阳明大学设立了南召辛
夷研发中心，对辛夷进行药理开发，从
中提取分离出抗哮喘的新药，从而具备
生产药品制剂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

20年来，公司现已成为南阳市科
技创新百强企业，国家863计划和科技
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重点计划项
目实施企业，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河
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香料香
精、化妆品协会理事单位和中国最大芳
香植物精油提取的生产基地。公司研
制的辛夷油提取工艺技术、γ-十二内
酯天然香料工艺技术和雄甾二烯二酮
工艺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5项；
开发出辛夷、连翘等精油系列，日用化
妆品系列，香薰枕系列等 160 余个产
品；产品远销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十几
个国家，享有极高的国内外盛赞和信

誉。
正是由于辛夷产品开发取得成功，

才奠定了双方再续姻缘。
许正郎说：“南召不仅有良好的生

态和资源，而且民风淳朴，干事创业氛
围浓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再次投巨
资上马酵素项目，掀起二次创业高潮。”

李恒：
做中国最大的高端酵素生产基地

台湾华扬龙生科技产业园总经理
李恒军人出身，南召当地人，办事稳扎
稳打，雷厉风行，说话如炸雷。

李恒在300人的大会上大声疾呼：
“我国有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产业
政策，消费者有这么广阔的需求，全国
酵素产业一定要联合起来，为行业正
名，为行业发声，用一流的高科技产品
来说话，在国际上发出中国酵素产业的
声音。”

谈到产业发展，李恒介绍，台湾华
扬龙生科技产业园是由台湾扬生集团
投资、台湾阳明大学提供技术支持，以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辛夷制药、益生
菌、新材料、植物酵素的现代化企业。
该项目被列入河南省 2014 年、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A）类 重 点 项
目。项目总占地面积 658 亩，其中建
设：1.辛夷制药区；2.益生菌生产区；3.
植物酵素生产区；4.新材料生产区；5.研
发检测中心；6.基因体检测中心。年产

植物酵素 5 万吨，二期项目建成达产
后，年产25万吨，实现产值双百亿。

在气势恢宏，充满现代气息的华扬
龙生产业园，李恒向记者描绘了辉煌的
前景，他介绍，在未来 1-3 年中，公司
紧紧围绕“两轮两翼（两轮：项目建设和
科技支撑。两翼：企业上市和打造中国
酵素康养小镇）”战略发展方向，努力打
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一）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建设全国
最大的酵素生产基地。以中国酵素养
生馆、中国酵素之都网上商城平台、中
国酵素产业孵化中心等为支撑，建设年
产植物酵素 25万吨生产区(目前一期
已实现年产酵素5万吨；二期已于七月
开工，主体车间完成，实现年产酵素20
万吨)、酵素饲料100万吨、酵素有机化
肥 1000万吨，辛夷制药区年产治疗哮
喘新药100亿支、益生菌生产区年产益
生菌300吨，努力打造千亿级酵素产业
基地。

（二）以科技为支撑，确保企业走在
世界酵素生物前列。

抓好科研中心的建设，成立中国酵
素检测、质量检验中心、中国生物科技
与应用中心、中国基因体检测中心，形
成以南召为半径的 150-250公里内的
原始森林地面、地表、土壤、植物所共生
的对人类有益的好菌再发现，筛选出诸
如醋酸菌、乳酸菌、益生菌等对人类的
有益菌，并对其生物活性、生命力、生命

图谱、益菌基因体进行鉴定发现再发
现，充分体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
力量。

（三）抓好上市工作。积极与券商
和党委政府部门对接，寻找窗口期迅速
报会。从而使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用大
量的资金支撑来完成双百亿和整个战
略的布局定位。

（四）打造中国酵素康养小镇、构筑
中国酵素生物谷。

一是建设 30层综合办公楼，包含
物联网、互联网、线上线下销售网、中国
酵素大数据中心等。

二是构筑中国酵素生物谷，使生物
谷入驻企业达到 30 余家，将在生物
谷内形成千亿级的现代酵素生物企
业集群。

三是打造 5A级健康养生区、疗养
区、妇幼康养中心、休闲度假区、农业体
验区，供1000户入住康养小镇进行健康
养生，其中老年康养中心1000人、妇幼
康养中心1000人，带动3000-5000名
贫困群众就业，促使一二三产业的融合。

李恒说：“我国健康产业总规模
2030 年将突破 16万亿元，随着‘健康
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酵素产业将迎
来爆发性增长，面对这一机遇，我们将
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使
华扬龙生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头羊，形成

‘世界生物看中国，中国生物在南召’的
战略格局。”

李恒：占领中国酵素产业高地

2018年中国酵素产业发展研讨会 华扬龙生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生产厂区

华扬龙生公司董事长李恒

□李保平 谢华

作为我省互联网行业的杰出代
表，景安网络创建于 2004年，历经 14
年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河南最大的民
营互联网数据中心。景安网络现有 3
个机房，总面积 6600平方米，可容纳
万台服务器，拥有BGP多线路数据中
心、VPS、快云等云计算产品，服务的
网站数量超过30万家，市场占有率河
南排名第一，全国排名第七。日前，我
们对景安公司进行了采访。

景安：崛起于河南的本
土互联网品牌

近日，河南知名互联网企业郑州
市景安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景安网络）向外界郑重宣布，正
式在香港设立国际子公司——景安国
际有限公司，并适时上线国际站点，推
出一系列专为海外业务及客户量身打
造的 IDC、云计算等行业产品，为用户
提供一站式、多样化与国际化互联网
服务，此举标志着景安网络正式开启
了全球化战略布局的大幕。

14年砥砺奋进，14年创新谋变，
景安网络发展至今，已成为河南省以
及国内重要的 IDC 服务商。截至目
前，景安网络服务用户总量达50万+；
网站接入量达 30 万+，排名全国第
二。现拥有河南通信产业园数据中
心、景安洛阳 IDC云计算产业园和湖
南联通长沙云数据中心三大数据中心
基地,业务覆盖全国。

景安网络创始人杨小龙说：“多年
来，对景安来说，最重要的节点也是遭
遇逆境的时期，景安团队勇抓机遇，持
之以恒，十余年的隐忍与坚持终于结
出丰硕果实，打造出河南人自己的云
计算品牌‘快云’，为河南争了光。”

景安：艰辛创业服务全
省数十万用户

2003 年中国刚刚有了 IDC 的概
念，当时“南电信北网通”的情况是“互
联不互通”。景安网络创始人杨小龙
顶着外界的质疑和压力，2004年，在
河南开始筹建第一个可解决运营商之
间互联互通问题的 BGP 数据中心。
2006年 6月，力排万难建成河南省第
一家BGP多线数据中心，推出了多线

服务器托管、租用服务，做成了同类企
业看起来做不成的事，解决了依赖多
线数据中心的河南企业必须选择北
京、上海托管服务器的问题。

2006 年，国外提出“云计算”概
念。一年后，景安就用虚拟化技术
着手做云计算领域的研究。杨小龙
几乎拿出当时全部的家当，并重金
聘请优秀技术人员组建虚拟化产
品研发团队，力求推出真正符合市
场需求的 VPS（虚拟专用服务器）
产品。

研发过程一波三折，同行激烈的
竞争，这些并没有让杨小龙气馁，他带
领研发团队革新技术，潜心研发，很快
研 发 出 了 性 能 更 高 ，质 量 更 好 的
VPS，迅速获得了一大批企业客户，得
到了市场认可。这也使得景安从资源
型公司转变为技术型公司。2015年，
景安网络创立了云计算品牌——快
云，成功步入云计算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云计算服务奠定
了景安飞速发展的基础，也成就了景
安今日河南省互联网行业的龙头地
位。景安网络依靠“数据中心”“云计
算”“互联网+”“大数据”等关键业务，
持续进行创新与发展，推动互联网创
新融合，为河南互联网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现在的景安网络，是国家计算机
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省级网
络应急服务支持单位，也是中国互联
网协会指定的 AAA 信用企业，连续
两年荣获全国“最受欢迎的 IDC服务
商”荣誉称号，连续两次荣膺“全球云
计算大奖”，并与百度同获“2015 数
据中心年度能效奖”，通过工信部“可

信云”服务认证，斩获“互联网+IDC
行业领军企业奖”“2016-2017 年度
中国互联网公益奖”及“2018 年中
国云计算领域最佳服务商”等多项
荣誉大奖，已成为行业内公认的知名
品牌。

御风而上，在互联网市
场发出中原声音

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增长带动着互
联网数据中心（IDC）的扩张，未来的
IDC市场一片光明。

杨小龙介绍，未来，景安主要向以
下三大板块发力，第一是数据中心业
务，这一领域，我们占据全省绝大部分
市场，并已将业务拓宽至全国各地，以
及美国等国际市场。第二是云计算，
景安 2007 年即切入云计算领域，并
在 2015 年打造出“快云”品牌，自主
研发云计算平台，提供计算、存储、网
络等企业必需的基础 IT 资源，为企
业单位提供相应的行业解决方案。
自主建设运营有郑州云数据中心和
洛阳云计算产业园两大基地。第三是
互联网+，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市绿
林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专注智慧医
疗、智慧景区等领域，针对互联网+医
疗零售，以及传统景区信息化转型等
行业需求，通过信息技术为企业提供
一站式信息化解决方案，目前该业务
发展势头迅猛，前景光明。

杨小龙说：“未来，景安网络将着
力打造互联网数据中心，持续发力云
计算和大数据，变革创新、锐意进
取，成为我国特色鲜明的互联网服务
提供商，成为令国人骄傲的互联网
品牌。”

我们为什么要为景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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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平

近年来，在全国客车玻璃行业，崛
起 了 一 个 明 星 企 业—— 环 宇 科 技
（833675），该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竞争
下，经过将近 40年的坚守，以细分市
场取得突破，获得重生和蝶变，引起了
全行业的关注。

公司总经理张志广认为，近年来，
国内汽车安全玻璃总体产能过剩，行
业面临一系列挑战与考验，整个行业
唯有创新，唯有开辟出一条自己的新
路，持续研发具有市场领先优势的新
产品新技术，淘汰落后产能的设备和
技术，才能获得新生。

河南装备制造业的先驱

环宇科技（833675）位于曹魏古
都河南省许昌市，诞生于 70 年代末
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时诞生的一批
民营企业。经过不断改制、创新，如今
的环宇科技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国安全玻璃生产领域的一匹黑马。

环宇科技拥有 8万平方米现代化
生产车间，专业的管理及研发团队，先
进的生产线和完善的检测设备；年产
各类夹层玻璃，钢化玻璃,中空玻璃及
配套总成 400万平方米。近年来，他
们以优异业绩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军企
业。张志广说，在河南的安全玻璃生
产行业，环宇科技是资历最长的企业；
同时，在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我们

通过拼成本、拼服务、拼质量、拼市场，
成为玻璃行业第一家挂牌新三板的企
业。凭着雄厚的研发实力、过硬的产
品质量、快速的交货速度、良好的企业
信誉，环宇科技成为宇通集团、一拖集
团、雷沃重工、江淮汽车、徐工集团、山
东临工、柳工集团、时风集团，道依茨，
爱克，纽荷兰，现代重工等国内国际著
名企业整机车的配套供应商，并连续
获得多家优秀供应商称号；同时，产品
全面服务于国内售后市场并出口美
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
和地区。

河南科技创新的典范

环宇科技多年来高度重视科技
创新工作，把设备、工艺、技术、产品
的研发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记者了
解到，该公司2010年就成立了市级研
发中心，现有工程技术人员 70余人，
研发人员 38 人，2017 年被评为河南
省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公司总经理张
志广说：“当今市场瞬息万变，新技术、
新应用层出不穷，作为处在市场前沿
的企业来讲，必须敏锐关注市场变化，
紧盯创新前沿，放低心态，在创新的态
度上甘做新兵，才能永葆企业的创新
活力。”

2018 年，国家出台了公路车、旅
游车必须安装逃生窗的技术规范，公
司第一时间组织科技人员进行研制攻
关，以最快速度走在市场前端。 张志

广介绍，汽车玻璃制造过程中，工艺
复杂，工艺和技术参数都需要企业长
时间的积累；另外，随着车型更新加
速，要求汽车玻璃供应商具有较强的
新产品研发能力和同步开发能力。
自 2012 年至今，环宇科技已陆续成
功申报专利并获得证书 68个，还有 4
项发明专利在实审之中；2016 年同
设备生产厂家共同联合研制开发了
具国内先进水平的十工位大巴连续
热弯炉，现已批量投产；对模具进行
了更新改进，每年研发新产品 500余
种，承担国家级项目研发及转化 1
个、省级 3 个，公司每年研发项目 15
个以上，以上项目都得到了成功应
用。目前，公司产品已获中国 CCC、
欧盟、美国等国家产品认证，通过了
ISO9000 和 IATF16949 质 量 体 系
认证。

持续打造竞争优势

记者了解到，在省委、省政府提出
全省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的背景
下，环宇科技掀起新一轮技术改造，推
进“年产35万㎡汽车用高端夹层玻璃
生产线技术升级”项目。

张志广说，多年来公司每年开发
新产品 500余种，各类产品达一万余
种，并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精。因
此使产品知名度不断提升，进而增加
了市场的竞争力和销售渠道，使公司
经济发展持续不断提升。新项目的
上马，将在产品质量、生产效率、节能
降耗、市场供应等方面增强企业的竞
争力，为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最新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汽
车的保有量已超过 2亿辆，预计年增
长达 2000 万辆，每年还有大量的安
全玻璃进行更换、维修，为安全玻璃
制造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谈到未来发展，张志广说：“一是保持
公司目前在大巴和工程机械、农业装
备领域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市场
份额；二是适时进入高端轿车配套市
场；三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优势，
收购或控股国内在汽车玻璃细分市
场具有技术领先的公司，与环宇产
能和平台形成协同效应；最终打造
最具竞争力的安全玻璃优秀供应商
地位。”

环宇科技:在创新中实现快速增长

环宇科技挂牌新三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