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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金融

茶叶品牌需要工业化梦想

本报记者 杨子炀 侯金梅

赵国锋的 2018：世界冠军

最快 0.1秒，喷涂上的油漆就可
以凝固成膜。那种神奇的感觉就像是

看魔术———足以让人目瞪口呆。但是

变魔术的大师不是哪个人，而是一种

被称为“光引发剂”的化学成分。

行业翘楚梦之所系

天津久日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就是

一家专门生产光引发剂的高科技企

业。目前，公司已经拥有 20项发明专

利，获得 12项授权，并有 4项发明申
请到国外专利。2012年 9月 7日，久
日化学在新三板成功挂牌, 成为新三
板扩容后全国首批八家挂牌上市公司

之一，并在上市首日涨幅居首，在国内

资本市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这些成

功都不足以让公司董事长和控股股东

赵国锋博士有梦想成真的感觉，因为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五年后将企业发

展成为行业翘楚：不仅开发的品种最

多，同时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占有率都

是第一位的。而且到那时，企业已经实

现主板上市，成为行业内头一家上市

企业。

赵国锋博士说，光引发剂本身是

一种非常环保、节能而又高效的化合

物，非常适合在生产线上使用。但是，

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包装材料上的化学

物质“游离”到被包装食物里的问题，

这个产品的应用范围就会受到很大的

局限。经过反复试验，最终，他们自主

研发了大分子光引发剂，这已经属于

光引发剂的高端产品，与此前引起雀

巢牛奶风波的小分子光引发剂相比，

大分子光引发剂具有低迁移、低挥发、

低萃取性。因此，完全可以应用在食

品、药物等安全性要求更高的包装材

料中，不会造成污染产品及环境的问

题。目前，他们已经申请了两项中国发

明专利，其中一项已授权，另外一项也

已经通过 PCT 方式申请了美国、日
本、欧盟、韩国的发明专利，打破了国

外同行巴斯夫对大分子光引发剂的垄

断地位。而这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产品

创新、管理创新，也在短短 5年时间
里，帮助一个濒临亏损、年产值不足

2000万的校办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终
于成为今天年销售 3亿元的行业领军
者———久日化学。

需求递增梦之所向

赵国锋博士说，目前国内市场对

光引发剂的需求正在以每年 30%的增
速递增。由于不断地创新和应用领域

的拓展，未来几年光引发剂的市场需

求将增至 50%，届时也会带动上下游
企业产品的销售额。未来，他希望充分

发挥公司已经建立起来的技术优势和

研发实力，进一步完善光引发剂的产

品系列，积极拓展市场，以品种特色、

产品规模和技术优势巩固、提升行业

地位，同时继续扩大产能，强化企业管

理力争 3—5年内，将产业规模突破
8000吨/年，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产品
品种最多、品质最好的企业。到 2018
年，久日化学产值规模达到 25亿元人
民币以上，成为行业内世界上最大的

企业。

“成为全球最卓越的光引发剂制

造商和供应商”这句话就写在企业的

大门口。赵国锋正向着他的梦想出发。

谁又敢说，这是不可能的呢？

本报记者 王敏

有灵魂，中国精神凝聚中国梦想

【五年后我的企业】

【五年后我的企业】

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

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
进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

小象的未来 吴晓楠（11岁）作品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日前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金融衍生品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他

说，金融衍生品一是不能有杠杆率，就是借很多的钱，然后去

做很大的投机；二是做衍生产品的目的不在于自己赚钱，不在

于自己服务于自己，而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

在刘明康看来，金融衍生产品有几个作用：

一是对冲风险，大家使用的期货和远期交易，都是为了减

少生产者的风险，为实体服务没有问题。

二是用衍生产品的市场去发现价格问题。3个月、6个月
之后或者是一年之后，玉米卖什么价钱，大米卖什么价钱，给

生产者一个信号。

三是如果是在 Off-Balance，一定要转到 Balance 里，这个
不得了，美国就是这样大乱的。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那场金

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已经够深重的了，不能还对衍生产

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刘明康说，如果衍生产品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为金

融机构自己创造利润而发明的，再在这个产品上加上高杠杆

的话，肯定是不可取的。如果哪个金融机构这样搞的话，肯定

是要坚决制止的。

为实体经济服务，衍生产品一定不能是多层次的，不能是多

极的，也不能是高杠杆的。“自己创造一个产品为自己赚钱，美国

银行衍生品利润率曾经达到 40%，这不是从天上掉馅饼吗？”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表

示，这几年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靠银行信贷支持经

济增长的方式已不可为继。

马蔚华说，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担心三个问题：一个是美

国的财政悬崖，一个是欧洲的债务危机，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经

济放缓。中国在过去几年的金融危机中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还是应该自信的。

马蔚华表示，短时期内，中国的出口形势不会有大的好

转，必须把经济转到扩大内需上来。过去中国靠银行信贷支持

经济增长。这几年，社会融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到银

行存钱的人越来越少，银行的压力很大。

马蔚华给了一个数据，前年，全国各家银行的存款平均增

长比过去十年的平均数低了 8个百分点，去年仍然是这样。在
十几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中，银行的信贷资产已经低于

50%，现在社会融资不光靠信贷，债券已成为第二大融资方
式，信托理财十几万亿，信托七八万亿，还有民间借贷 4 万亿
等。再加上社会的环境，资源、能源、土地都不堪重负，再用过

去的发展方式不可为继。所以，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 7.5%，是很有必要的。今天的经济增长更应该重视
质量、内涵和技术含量。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填表示，国家应该对电子商务实施税收征管，制定“电子商务

税收征管法”。

网上店铺与传统的实体店铺相比，只是销售模式不同，其

实质都是发生了交易行为。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凡是发生交

易行为的，就应当向国家缴纳税款，接受各职能部门监管。按零

售企业的平均税、费率 5%计算，按上述调查开票金额仅 30%,则
70%未缴纳任何税、费，仅阿里巴巴网络平台经营的商铺 2012
年漏缴税、费就超过 350亿元，全国平台型电商漏税超过 1000
亿元。网络商品交易平台通常都是公司制企业，其提供网络商品

交易相关服务取得的收入应当与一般企业取得收入一样申报缴

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种。开设电子商务的实体公司由于

已经在工商和税务登记，其线上交易和线下交易应合并汇总纳

税，然后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其已按规定纳税的相关证明，网络

交易平台则按期向实体公司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其销售

额。个人网店应由网络平台代扣代缴税款以降低征纳成本。

2013年 3月 18日，中国女企业家协会 2013年度工作会
议在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

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

员、副主任黄丹华等出席会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

协会副会长李明星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认真听取并通过了中国女企业家协会会长朱蕤代表

协会做的大会工作报告。该报告全面回顾了协会一年来各项

工作开展情况，同时对 2013年的主要工作做了安排，要求进
一步发挥协会作用，调动资源，为女企业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

务，要加大优秀女企业家的宣传力度，提升女企业家群体的社

会地位。会议还表彰了 2012年度中国女企业家协会系统先进
集体和先进工作者。

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年会召开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

金融衍生品
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

本报记者 王敏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

靠银行信贷
支持增长不可为继

本报记者 张龙

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填

电子商务应征税

十年前，当我接受到俄罗斯做一

个茶叶项目时，曾提出 :“要做，就做一
个茶叶国际品牌。”有人不屑，说：“先

把国茶卖出去再说吧，别来不来就什

么品牌！”

十年后，一个叫“天人”的中国茶

叶品牌不仅出现在俄罗斯 100 多个
城市，而且连续 6 次获得莫斯科春
季、秋季世界食品博览会金奖、一次

哈萨克斯坦世界食品博览会金奖、2
次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国家贡献颁奖

礼奖品、2 次俄联邦绿色食品组织颁
发的俄罗斯茶叶产品中唯一的绿色

食品证书。这时我又提出：我们要努

力在全球茶叶市场上，做一个中国的

“立顿”！仍有人不屑，说：先把中国茶

叶卖好再说吧，做什么“立顿”啊！

其实，此话没错。我们是世界上

有目共睹的茶叶大国，1584 万亩茶
园；170万吨茶叶年产量，站在民族的
立场上，一个茶叶大国，茶叶子民的

不屑，是可以理解的，这里面有自尊、

自爱的民族意识，但区别却是本质

的，即———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茶叶怎么

卖都是农业产品———茶原料出口世

界第一；

英国是一个工业国家，茶叶一上

手就是工业产品———包装茶出口全

球第一。

这是十年来，

天人茶面对俄罗斯市场———应该以

怎样的产品模式面对受众时所做的

思考。

的确，作为一个农业大国，茶叶

品种品名的地域特征，限定了它的身

份和身价。想实现中茶品牌的工业化

产品梦想，将观念深厚的中茶资源，

整合划一，哪能那么容易？俗话说，吃

草的就是吃草的，想吃肉，肠胃受不

了。但是，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压力，

一个茶叶大国在需求日益广大的全

球市场面前，没有畅响的国际品牌之

尴尬，却实在让人心里不甘！

因此，八年来，天人茶尝试着以

立顿为模式，在俄罗斯做一个茶叶品

牌业已初步形成的时候（斯里兰卡政

府已经备案“天人茶”为中国名茶产

品），与立顿再行比照，突然发现，我

们做的还是一个农产品———具有明

确的原料产地特征、明确的地

域品种品名，只是附

加 了 一 个

品牌或曰品名而已的中国土产。

因此，中茶品牌的工业化进程还

是一个梦想！

所谓工业化梦想，不妨再以“立

顿”说———

1890 年，英国人立顿（Lipton）正
式在英国推出立顿红茶，并打出工业

化茶品口号：“从茶园直接进入茶壶

的好茶（Direct from tea garden to the
tea pot）”。

一个不产茶的工业国家，却打出

一个没有国界的茶叶产品概念———

无异于将世界茶叶产地资源，都变成

了自己的茶园———“从茶园直接进入

茶壶”的好茶！没有明确的地域、品种

指向。这就是工业产品与农业茶品的

本质区别。

生活必需品，标准化、规模化生

产———这就是工业化的茶叶产品模式。

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如何让天

人茶能够真正成为走进俄罗斯千家

万户的生活必需品？未来五年，逐步

改变心底深处的传统农业产品概

念，改变潜在的画地为牢的农产品

思维。使得———绿茶变成无限

大的绿茶；红茶变成无限大的红

茶，以标准化、规模化的

产品理念，打造与美丽健

康息息相关的茶

叶畅销品，是实

现 天 人 茶

也 即 中 茶

品牌工

业化产

品梦想

的 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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