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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冠科技欲做包装印刷小订单专家

□本报记者 常仙鹤

近年来，包装行业低价竞争愈演愈烈，

转型成为企业较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广州金冠科技在业内率先求变，公司“e盒

印” 日前上线，成为彩盒包装行业的首家

电商平台， 欲打造互联网彩盒包装印刷领

域的小订单专家，向数千亿市场进军。

创新业务模式

资料显示，金冠科技是防伪包装一体化

整体解决方案的印刷服务提供商， 集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多年以来致力于

为化妆品、食品、药品、电子产品等生产企业

客户提供高端防伪包装印刷产品和服务。

2014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亿元，

较上年度增长8.38%，销售实现平稳增长。

1997年成立的金冠科技以票证生产

为主，在年均利润700万元的情况下，2003

年转型为票证加书刊的印刷企业， 实现了

年利润的大幅增长。 2005年，公司上马了

包装和防伪印刷业务，形成“包装+票证+

防伪” 的三驾马车阵形，主动创新和转型

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金冠科技创始人之一、 董事吴登米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公司的

技术实力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互联

网对人们生活的改变， 包装行业的业态也

将随之做出调整，通过行业洗牌，有技术实

力的企业会异军突起， 而不愿改变的企业

则会慢慢被淘汰。 本次转型上线 “e盒

印” ，是公司创新的又一次爆发。

聚焦碎片化订单

针对包装市场存在的痛点，金冠科技加

快商业模式创新，自2014年开始研发“e盒

印” ，试图打造出包装盒互联网交易平台。

通过“e盒印” ，用户只需上传所需的

尺寸、样式，即可获得该平台数据库中标准

的刀模图并免费生成3D打样服务。客户下

单后， 由金冠科技在各地的合伙人生产并

直接物流派送。 在此基础上，“e盒印” 以

500个包装起印量以及50%价格的优势，

建立了较高的门槛。

“这实际上为小订单用户提供了又快

又好又便宜的服务。 ” 吴登米介绍，通过线

上交易去中间化， 节省大量交易成本，3D

在线打样可节约打样时间和成本， 同时可

以享受到高水准的生产工艺。

在线上接单的同时，金冠在线下建立了

互联网包装设计、印刷、服务运营平台，形成

“互联网+包装盒”垂直电商模式。通过产业

和互联网融合，实现包装设计、精益生产、物

流配送等一体化服务的全产业链整合。

“通过‘互联网+’ ，原来处于竞争关

系的生产企业成了合伙人。 ” 吴登米介绍，

金冠科技与各地优秀企业达成合作， 通过

“e盒印” 下单就可以实现异地制作与配

送。 “公司建立了集设计师、供应商、区域

合伙人于一体的包装产业生态圈。 ”

为迎接新的业务模式带来的革命，公司

多年前就聘请了外部专业机构对企业内部

资源进行整合优化，引进国际先进的设备供

应商对生产进行全新升级改造，全新开发标

准化的管理和智能生产系统，实现全国各个

生产基地的标准化和统一化；同时，重金招募

电商运营团队，进行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

公司表示， 通过此次业务模式创新，利

用先进的技术系统整合金冠的资源，打碎现

有产业链条实现价值重新组合，逐步打造出

自己的电子商务业务模式，在数以千亿级的

零散包装需求市场打造出一片全新的蓝海。

突破瓶颈“两机专项”即将启动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11月9日， 在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召开

的船舶动力研讨会上， 工信部装备工业司

司长张相木透露，“两机专项” 已经过国务

院常务会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 正在

准备实施，有些工作已经启动。 此外，国家

正在准备启动一个低速柴油机发展专项，

目前正在论证中。

“两机专项”将启动

2011年以来， 国家相关部委开展了

“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 两机重大专项

调研和论证，但一直没有真正实施。业内人

士预计， 航空发动机重大专项的投资规模

有望达到1000亿元的水平。

张相木表示， 国家高度重视动力发展

问题。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蓝图，首

先就要解决动力问题。 目前，“两机专项”

已经过国务院常务会和政治局常委会讨论

通过，正在准备实施，有些工作已经启动。

“两机专项” 的重点有两个，分别为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国家在这一块的决心很

大，一定要突破航空发动机瓶颈。 ”

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中航工业集团

旗下中航动力、 中航动控等4家上市公司

同时公告， 目前正制定中航工业下属航空

发动机相关企（事）业单位业务的重组整

合方案。市场预测，中航工业的航空发动机

板块将另立门户， 成立一家新的国字头公

司。“两机专项”启动后，国内航空发动机

和燃气轮机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张相木透露，在海洋装备动力板块，国

家正在准备启动一个低速柴油机发展专

项，目前正在论证中。 在中国制造2025规

划中， 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领域列

入其中， 作为制造业中须率先突破的行业

和领域。高技术船舶上下游的衔接，以及船

舶动力和海洋工程装备， 都是实现中国制

造2025目标必须解决的问题。

国防科工局系统四司司长艾廷元表

示， 海洋强国战略对船舶动力发展提出新

的要求。 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规划中，

对船舶动力发展高度重视， 将进行重点安

排。 此外，国防科技工业“十三五”规划中

将重点推进强基工程和军民融合两大战

略，提高科研实力和军民融合水平。

船舶动力成瓶颈

作为船舶核心设备，船舶动力系统的价

值占船舶总价的15%-25%。 此外，动力系统

将直接影响船舶的可靠性、节能环保及经济

性等，因此动力系统一直是全球造船业关注

的重点，也是世界主要造船国家竞争的关键。

船舶动力系统的研发、设计方面，目前欧

美国家居领先和垄断地位。 近年来，我国船舶

动力行业取得了快速进步。 在船舶动力系统

中占比最大的柴油机动力已经基本转移至

中、日、韩三国手中。中船工业集团规划部主任

马云翔表示， 中国船舶动力产业已经进入自

主研制、转型升级、规模发展的关键时刻，产业

界和金融界合作将推动其快速良性发展。

不过， 海军装备研究所舰船所高级工

程师刘祥源认为， 我国船舶动力系统仍相

对落后，国产化率不高，制约装备发展的局

面仍然没有太大改观。 各个行业动力系统

研制力量比较分散，应该组成动力系统“国

家队” ，并完善金融、财政等配套措施。 此

外，还应该改革船舶动力科研体制，对重点

动力系统如舰用燃气轮机进行重点研制。

张相木表示，动力问题一直是我国装备

制造业的一个软肋。 无论是航空领域、海洋

装备领域，还是汽车、工程机械领域，动力方

面基本都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系统。

目前工信部正在深化中国制造2025

规划要求，就中国制造2025“1+X” 体系

做具体的部署，除了在中央财政、税收等方

面的支持外，金融政策支持也很大。

船用动力市场大

近年来， 国家对海洋战略重视程度不

断提高，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为海洋产业

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国泰君安军工首席分析师原丁预计，

2020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将从2014年的6

万亿元增加到 11万亿元左右 ，2015年

-2020年复合增速达11%， 在GDP中的占

比提升至12.5%。

中国工程院院士曾恒一表示， 海洋工

程装备未来将重点推动8个方面重大工

程，包括优化深水装备设计，推进关键设备

国产化，推进LNG装备技术发展。 此外，还

将推进核能在海洋能源开发的应用， 以及

大型浮式核动力平台建设。 这方面中海油

已经和中船重工集团进行合作。 海上浮式

核动力平台未来可应用于渤海油田开发、

南海岛礁和深海空间站等。

原丁预计，2020年我国海军装备投资

约2300亿元， 用于造船费用约为1200亿

元。其中，舰船动力推进系统约占船舶造价

的20%左右，预计2020年军用舰船动力推

进系统的市场规模达240亿元左右。 从军

品民品综合来看， 船用动力系统市场规模

将达720亿元以上。

未来我国海军装备将重点发展两个方

向，一是提高综合电子信息化，提高体系化

作战能力；二是聚焦远洋作战大型平台，提

高力量远程投送能力。

雅化集团拟出让两锂业公司股权

雅化集团欲悉数出让旗下

锂业资产股权。 公司11月9日晚

间公告，众和股份欲发行股份购

买雅化集团持有的国理公司、兴

晟锂业股权。 雅化集团称，此举

是公司从直接获取锂产业实体

经济收益转为通过投资方式分

享锂产业成长利益。

根据协议 ， 若国理公司

100%股权对应权益的资产评估

值不低于8.97亿元， 则众和股份

同意以合同约定的作价收购四

川国理100%股权。2013年底，雅

化集团出资3亿元增资四川国

理， 获得该公司37.25%股权；去

年9月欲发行股份购买四川国理

剩余股权， 最终于今年4月申请

撤回重组材料。 而兴晟锂业则是

雅化集团于去年9月斥资8200万

元收购，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四川一位熟悉锂业的资本

圈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这

或许是雅化集团在四川国理实

际运营中遇到了困难，而不得不

采取更为稳妥的方式介入他们

并不熟悉的领域。

雅化集团财报显示，2014

年，四川国理的净利润为-2942.

04万元；2015年上半年，四川国

理的净利润为-624.23万元。 兴

晟锂业 2014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604.39万元，2015年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801.66万元。 “虽然

四川国理锂矿资源储备较多，但

开采难度不小” ， 前述人士称，

矿业开采周期较长、资金投入较

大，对于业绩呈现颓势的雅化集

团而言压力不小。（郭新志）

国知智慧知识产权股权基金成立

11月9日，国内首支国家资

金引导的知识 产权 股权基

金———国知智慧知识产权股权

基金正式成立。

据了解，国知智慧知识产权

股权基金首期规模1亿元，主要投

资于拟挂牌新三板的企业， 基金

的投资定向用于企业知识产权挖

掘及开发， 帮助中小企业有效地

获取核心技术专利， 为企业未来

发展获取主导权。 基金将在细分

行业及细分地域上与其他机构合

作，以基金的运作为蓝图，大规模

复制并撬动社会资本参与， 在助

力专利创新和企业知识产权保

护，发挥政府资金引导作用。

此外，“国知智慧知识产权

指数” 同日发布，通过对已挂牌

新三板企业的知识产权指数研

究，分析出成功企业所具有的特

质，作为投资及专利服务的重要

指标。 （任明杰）

新疆建设兵团推进PPP项目建设

11月9日，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发改委副主任乔永新介绍了

兵团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的情况。

乔永新表示， 截至今年5月

底， 已向国家发改委报送兵团

PPP项目29个， 总投资62.1亿元，

在国家发改委网站上公示推介

PPP项目有4个，总投资2.38亿元。

截至6月底，纳入到兵团PPP项目

库的项目有43个，总投资108.8亿

元，主要涉及水利、交通设施、市

政设施、生态环境等领域。截至目

前， 兵团各师已签约和拟签约的

PPP项目有48个， 项目总投资

134.96亿元， 吸引社会资本

109.12亿元， 推进PPP项目取得

了一定成效。

在新闻发布会上， 兵团集中

推介一批涉及农业水利、 互联互

通、市政设施、服务业、生态环保

等的PPP项目， 共计176个项目，

总投资1504亿元，现场签订新疆

天足有限公司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铁路专用线、铁门关市四馆合一、

二师37团城镇基础设施、 十三师

火箭农场集中供热四个PPP项目

合作协议，项目总投资16.92亿元。

乔永新表示，未来将积极推

进重大PPP项目建设。 认真谋划

“十三五” 重大项目规划方案，

对其中涉及公共服务、 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生态环保、服务业

领域的重大项目，抓紧做好项目

方案， 鼓励和推广PPP模式，做

好典型示范工作。（李香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