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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泥、做坯、修坯、精洗、素烧
……在湖南银和瓷业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里，造型精致、形态逼真的陶
瓷酒瓶让人目不暇接。

“天下名瓷出醴陵。”在醴陵这块
沃土之上，银和瓷业主要生产陶瓷酒
瓶，企业成立以来始终将“银和瓷瓶、
彰显酒魂”产品理念，“精益求精、品
质第一”质量方针，贯穿于每一个细
节，把“金刚钻”越磨越亮，成为湖南
乃至世界陶瓷产业中一颗冉冉升起
的“新星”。

以管理求效益
2013 年，陶瓷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加上企业生产技术领先优势逐渐
缩小，管理水平低下、员工主动性不

强等问题相继暴露，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

到 严 峻 挑
战。

银和瓷业管理层深刻认识到：只
有树立全员经营意识，让每一位员工
成为经营者，把市场压力传导到一
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
存。

从经营管理入手，银和瓷业先后
引进 ERP 信息化系统、阿米巴经营
管理模式，就此开启求变之旅，迎来
一次“新生”。信息化管理降低了企
业的采购成本、提高了资金周转率，
企业整体管理水平、运转效率明显提
升，公司产品成本得到有效控制；阿
米巴经营管理模式的导入，将企业大
单元划小成各个独立核算的小单元，
形成员工当家作主的企业文化理念，
极大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管理模式的及时改变，让企业发
展的不利局面得到巨大改善。“原来，
企业管理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一
种相互包庇的感觉；现在则是相互指
出问题，并及时改善处理，”银和瓷业
总经理陈建陵表示。“我们将坚持向
管理要效益，进一步优化企业管理
体系，提升企业竞争力。”

以创新铸实力
2017 年至 2019

年，银和瓷业每年生
产陶瓷酒瓶
约 1300 万

件、1500 万件、1650 万件，占国内总
产销量约 5%，排名前二。公司获得
授权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共 39
个、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1 个。一个
个亮眼数据，彰显着银和瓷业的“硬
核”实力——

“专”，打造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高
档陶瓷包装器皿供应商。银和瓷业
在陶瓷酒瓶釉色上下功夫，针对不同
酒企的企业文化及市场定位，采用不
同的釉色风格，提高公司在包装陶瓷
领域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特
别是深化与茅台酒集团、泸州老窖集
团等国内一流酒企的合作关系，确保
公司业务稳定。

“特”，独特工艺创造特色产品。
银和瓷业不断研发新产品、新工艺、
新设备：通过在釉面陶瓷酒瓶表面喷
涂有机材料处理液，制得产品具有皮
质手感和微弹性，提升了耐磨性和抗
折性；发明的陶瓷镜面喷镀釉技术具
有优异的附着力、抗冲击力、耐腐蚀
性，深受客户好评。

“新”，创造新成果，不断满足客
户及社会的需求。银和瓷业与湖南
大学等多所高职院校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引进专业人才，加快新进技术
以及工艺的产业化进程，研发的陶瓷
膜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等行业
的净化、过滤、除菌等过程。

以责任显担当
“自从来到银和瓷业上班后，这

里成为我的家，大家好了，小家也跟
着好了。”银和瓷业公司研发部的谢
建军说。

谢建军的孩子 2岁多时，一场突
然的大病让孩子高烧不退，导致脑瘫
一级残疾。正当谢建军为小孩治病
及生计发愁时，银和瓷业向其伸出援
手，将他特招到生产车间当工人。几
年下来，努力的谢建军从普通工人一
步步做到班长、车间主任、研发部部
长，最后升为技术中心副总，收入不
断增加，家庭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近年来，银和瓷业通过就业帮扶
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600余人，直接
帮扶或委托帮扶贫困户 50 余人，带
动9户32个贫困户脱贫摘帽。

“对青年贫困劳动力，公司安排
他们进车间上班；年纪较大的贫困
户，我们会支持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
及的农活、种植一些农作物。”银和瓷
业公司总监肖俊彦说，“让贫困户在
家门口就业的同时，还能照顾好老人
及小孩。”

从 2015 年开始，公司每
年组织收购贫困户种
植的农产品，每年收购
藕 、毛 豆 、蜂
蜜等近200万
元。肖俊
彦说：“企
业在当地

创业致富，也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对当地发展作出贡献，要更加关
心当地的百姓，特别是贫困户。”

与时代共同奔跑，银和瓷业脱胎
于湖湘的泥土与火焰，在
中国梦的历史征途中越
发璀璨夺目、更加炫丽多
姿。 (柏 润)

银和瓷业：
磨亮“金刚钻”做好“瓷器活”

碳基复合材料主要用于航空航天

领域及光伏、半导体行业，其昂贵的研

发成本让民用企业对这一新型材料望

而却步。作为湖南第三家科创板上市

企业、工信部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深耕

碳基复合材料 15 年，始终致力于先进

碳基复合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实现碳

基复合材料的大批量低成本制备，将碳

基复合材料从“天上”用到“人间”。

观察一家企业，最先被注意到的往

往是销售收入、产品、品牌。但如果进

一步往核心看，最重要的是企业的技术

核心，即自主创新能力。

金博股份拥有由廖寄乔教授领衔

的，以博士、硕士、高级工程师等组成的

强大研发团队，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

较强创新能力。公司立足于“应用一

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的研发与技术

创新战略，始终围绕先进碳基复合材料

在低成本、规模化制备与应用方面开展

自主创新研究。

通过 10 余年的探索研究实践，金

博股份已具备较为深厚的技术积累。

公司独家或以第一起草单位身份牵头

制定了 5 项国家行业标准，建有碳/碳

复合材料低成本制备技术湖南省工程

研究中心、热场复合材料制备湖南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获得国内外专利授权

65项。

金博股份总经理王冰泉介绍，隆基

股份、晶科能源、中环股份、晶澳科技和

晶盛机电等知名企业都是金博股份的

客户。这些企业均为全球名列前茅的

光伏用晶硅制造商，占据了全球光伏行

业晶硅市场的主要份额。这无疑是一

份颇具份量的“成绩单”。今年，受疫情

影响，不少企业过上了“紧日子”，而金

博股份的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眼下，金博股份的产能已接近饱

和。面对下游需求的放量，金博股份计

划加大投入，用于先进碳基复合材料产

能扩建和研发及营销中心项目。新建

生产基地位于益阳东部新区，预计项目

建成时，碳基复合材料产能将达到900

吨/年。

对于未来发展，金博股份思路清

晰，将接下来几年的重点工作划分为

“三步走”。

——巩固行业领导地位，进行前瞻

性研究与开发，设计制造尺寸更大、纯

度更高、能实现连续长时间使用的全新

一代热场系统产品，为光伏新能源领

域、半导体领域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产品技术支撑。

——进一步拓展先进碳基复合材

料的应用领域，丰富公司主营产品的种

类，持续稳健的延伸与扩大产业链。

——通过开发出新的材料、新的工

艺（降低成本）、新的应用领域，把好的材

料用到更广阔的领域，助推产业升级。

乘风好破浪，国内市场对半导体硅

片的强劲需求，将为金博股份带来巨大

的发展舞台。 (张 笛)

从 单
一 产 品 到

多元化发展，从
默默无闻的小药

厂到湖南省医药骨干企
业……历经近 20 年披荆
斩棘，秉承“科技、服务、

健康”企业宗旨，湖南华纳大药厂
股份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一家以高
端化学原料药、中西药制剂为主，

集生产、销售、研发于一体的药品生
产企业。目前，华纳大药厂已形成三
大生产基地、三大研发平台，完成以

化学药物产业链、中药产业链的完整布
局。

转型升级
开启智能制造新模式

近日，当笔者走进位于浏阳经开区华
纳大药厂的制剂生产工厂，看到经过数道
全自动工序后，一盒盒药品很快就生产完
成、列队而出。

这是华纳大药厂主动对接先进工业
制造的实际举措，这条智能化小容量注射
剂生产线是公司开启智能制造新模式的
一个缩影。该生产线引进的智能化配液
系统，还获评湖南省智能制造示范车间的
称号。

随着制药装备工业 4.0 时代的到来，
药品生产向智能化制造转型升级成为大
势所趋。华纳大药厂积极布局生产线的
自动化、智能化改造，一条条智能化生产
线应运而生。

“系统采用的是无菌智能机器
人作业，集洗瓶、灌装、灭菌、灯检、

包装等于一体。”据介绍，这
套系统主要用于小容量注射
剂生产线，具有生产速度快、

性能稳定、无交叉污染等
特点，最大限度减少操作
过程中的差错及污染，使
制药过程更为安全可控；

同时，由于新引进的热压蒸馏水机
产出的注射用水细菌内毒素几乎
为零，生产用水质量风险完全得到

了消除，产品不良率下降。
华纳大药厂还把管理的标准化、流程

化、数据化全面融入到智能制造体系之
中。创新引进 ERP 管理系统，实现对物
料、生产、质量、检验、销售、财务等过程全
面信息化管理，不仅产品质量、生产效率
得到全面提升，还有效降低了综合成本。

从过去的“制造”到如今的“智造”，从
过去的粗放式发展到如今的高质量发展，
华纳大药厂不断转型升级。据介绍，目前
公司正引进布局世界最先进设备的智能
化颗粒粉剂生产线，预计在 2020 年底建
成并投入使用，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智能化生产及产品质量保障水平。

持续研发
创新驱动优化布局

“仿制药大家都能做，只有做原创新
药，才有核心竞争力。”作为一家创新驱动
型的制药企业，华纳大药厂每年投入在新
产品研发的费用占到了销售收入的 5-
10%，并建成手性药物湖南省工程研究中
心、华纳大药厂科技开发公司、中药配方
颗粒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等三个研究平
台。

依靠平台，华纳大药厂双轮驱动，走
仿创结合的道路，促进公司从“仿制型”药
品制造企业向“仿创结合型”药品创制企
业转型。一手抓仿制药，通过持续开展高
端化学仿制药、改良型化学新药的研发工
作，不断提升自主技术平台的化学药物仿
制、改良研发能力，保持公司在化学仿制
药领域的领先地位。一手抓自主创新研
发，通过研发外包、合作、引进等方式，布

局原创型新药的研发。目前，公司已完成
一致性评价项目4项，立项在研一致性评
价项目 12 项，在注册仿制药研发项目 40
多项，是湖南省在注册仿制药项目最多的
平台之一。

依托创新研发，近年来华纳大药厂发
展势头喜人。2019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2 亿元，净利润 1.1 亿元，上缴利税 1.05
亿元。

华纳大药厂先后获得湖南省高新技
术企业、长沙市小巨人计划企业、湖南省
发展示范性医药企业、湖南省加速推进新
型工业化二等奖、长沙市科技创新市长
奖 、长 沙 市 科 技 进 步 奖 等 荣 誉 奖 励 。
2019 年，华纳大药厂跻身国家专精新特

“小巨人”企业行列。
“下一步，我们还将继续聚焦特色品

种、特色剂型进行项目立项研究。”尽管前
路充满挑战，但华纳大药厂“致力于建设
一个有品牌、有信誉、值得信赖的药品生
产企业”的愿景始终如一。“这是企业的发
展方向，更是我们的追求目标。”华纳大药
厂副总经理高翔说。 (杨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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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博股份：
将碳基复合材料从“天上”用到“人间”

秉承“诚信为本，科技兴邦，追求卓越，价
值共享”的理念，“百折不挠，永不止步”的企
业精神，湖南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不
断提升自身实力水平，努力朝成长为全球卓
越 的 高 空 平 台 世 界 级 品 牌 而 阔 步 前 进 。
2017年星邦智能入选湖南省“小巨人”企业，
2019 年跻身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之列。

“专精特新”引领行业发展
2019 年 10 月，星邦智能在第二届国际

高空作业平台专业展上发布曲臂式高空作业
平台新品 GTZZ46J。这是星邦智能臂车家
族的又一力作，实现自行曲臂式高空作业平
台作业高度、伸距、载荷的重大突破。

“高空作业平台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型行
业，尤其是随着产品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对技
术提出更高要求。我们作为行业内的领先企
业，必须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及成果转化能
力。”星邦智能董事长刘国良说。

作为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
企业，星邦智能十分重视技术的研发，建立了
完善的高空作业平台智能化产品研发体系、制
造体系及销售体系，引领行业发展。同时，公
司的高速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鼎力支持：量身
制定相关政策、创造国际合作机遇、提供上市
融资条件……星邦智能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
高空平台制造企业前 20 强、全球自行式高空
平台制造企业前10强、湖南省国际知名品牌、
湖南省著名商标、2020年“湖南省工业质量标
杆”……

匠心品质闪耀全球市场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制造业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停工、停产甚至倒闭的
风险，涉外企业更是如履薄冰，但星邦智能以
破釜沉舟的勇气迎难而上。

2月7日，在复工的星邦智能车间里，大批
紧急订单正在抓紧生产。

2 月至 6 月，星邦智能相继在海外成立数
家子公司。

逆势而上的背后，得益于星邦智能创业
10余年始终专注于高空作业平台的研发与推
广，凭借安全、高效、节能等优势产品和服务，
赢得广大市场和客户的信赖和认可。

2008 年之前，国内高空作业平台大多以
进口为主，价格昂贵，维修成本也居高不下。
成立之初星邦智能高度重视自主研发，对标欧
美产品标准和生产工艺，坚持国内、国外“两条
腿走路”的销售战略。

10 余年间，星邦智能的生产规模从每年
几百台，快速增加到每年数千台，市场占有率
位居国有品牌前列，产品设计水平直追欧美国
家企业，价格却低于国外同类产品。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用心突破和追求新的
高度，从设计到研发制造，从内部关键组件到
外部涂装，都在向客户传递对‘高度’孜孜以求
的核心理念——不仅在于产品高度，更在于对
产品品质精益求精和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不懈
努力。”刘国良如是说。

为适应智能化高端装备的发展趋势及公
司客户对产品物联功能的现实需求，星邦智能
利用公司 RTH 智能控制系统，在现有物联网
平台机器远程管理、数据远程监控、故障诊断
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物联网平台与控制系统
的数据信息交互，进一步对设备使用情况进行
大数据分析，了解客户使用工况、习惯以及使
用环境，有针对性地改进设备满足客户的需
求。

为积极应对行业快速发展，星邦智
能全面布局建设服务保障中心，先后成
立华东、华南、南京三大保障中心，搭建
服务网络，提升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全
生命周期的专业贴心服务。

卓越的品质和全方位的服务
让星邦智能如一颗璀璨的星星，
闪耀在国内外市场。公司产品
GTBZ28J荣获“2020中国工程机
械年度产品TOP50”金口碑
奖，是唯一入围金奖的高空
作业平台品牌，其高空作业
施工产品先后参与国家会
议 中 心 二 期、国 际 速 滑 馆

“冰丝带”、北京世园会场馆
建设等重要项目建设。

近日喜讯再次
传来，星邦智能创
业 板 IPO 获 得 受
理。未来，星邦智
能将向着更加规范
化、科学化、现代化
的一流企业的发展
目标前进，继续以
创 新 、可 靠 的
产品和无忧服
务 ，服 务
全 球 客
户。
(周 佳)

星邦智能：
逐梦高空平台世界级品牌

华纳大药厂全景。

2020年美国工程机械展中星邦智能一展风采。

（星邦智能供图）

银和瓷业一角。

今年5月18日，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在益阳采用“云敲锣”方

式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 (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华纳大药厂供图)

（银和瓷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